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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

参建海南银行获批

4月22日晚， 海南海药发布公告称，4月

20日，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海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获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批复，

同意海南海药认购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股份的发起人资格。（刘兴龙）

长安汽车拟募资60亿元扩大产能

□本报记者 刘兴龙

4月22日晚，长安汽车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非

公开发行股票32,085.561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

60亿元，将全部用于“长安汽车城乘用车建设项

目”及“长安汽车发动机产能结构调整项目” 。

长安汽车高管表示， 公司预期2020年汽车

产量达到45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汽车年产247

万辆。 此次增发募资将有助于产能的扩大。

长安汽车披露，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

象为中国长安、北京物源股权投资管理、招商财

富资产管理、博时基金、阳光资产管理、中国人

寿资产管理、自强振兴壹号、自强振兴贰号、自

强振兴叁号、自强振兴肆号，共10名特定对象。

作为国内自主品牌发展最快的汽车企业，

长安汽车已经感受到了扩能建设的迫切性。

2015年， 长安汽车自主品牌乘用车产销量预计

将达到80万辆，2016年产销量预计将达到为90

万辆，2017年产销量预计将达到117万辆。 长安

汽车目前重庆、北京、合肥三大生产基地总体设

计产能仅为54万辆， 现有乘用车生产能力特别

是重庆基地的产能从2015年开始将出现缺口，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迫切需要进行乘用车产品

扩能建设。

长安汽车测算， 长安汽车城乘用车建设项

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实现营业收入1,791,090万

元、税后利润35,768万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16.79%，税后投资回收期为7.39年。

中石化集团

发行64亿美元双币种债

中国证券报记者4月22日从中国石化集

团获悉，中石化集团公司成功发行等值64亿

美元规模的双币种固定利率债券，其中，美元

48亿、欧元15亿，涵盖3年期、5年期、7年期、

10年期和30年期5个期限品种， 综合融资成

本率约2.55%。 本次发行是亚洲公司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美元/欧元双币种债券发行，创

造了亚洲企业在欧元债券市场上取得的最低

发行利率记录，全部年期发行利率均为2014

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上最低。

本次发行策略性选择在定价前一天欧洲

下午时间宣布交易，给予欧洲、美国及全球投

资者充裕时间研究公司的信用故事， 使交易

取得了超过220亿美元的高额优质订单。 此

次成功发行使公司在不同币种的债券资本市

场上建立起新的基准， 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

道和投资者基础， 完善了公司在国际市场上

的信用曲线。

债券预计4月28日完成资金交割。（汪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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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机构持仓布局揭底

私募快速调仓 中小创业公司受追捧

□本报记者 于萍

一季报披露渐入佳境，机构布局上市公司

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 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

中小板和创业板在一季度受到基金等机构的

青睐，而王亚伟、泽熙、创势翔等私募大佬则在

一季度快速调仓，分别现身天邦股份、奥马电

器等公司前十大股东之列。

中小创业受追捧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2日，已

有近400家上市公司发布一季报，有46家上市

公司的机构持股占流通市值的比例在20%以

上，这46家公司中，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占据

了九成比例。

从已披露的数据看，一季度末京天利的

机构持股占流通股的比例已经达到42.33%，

是目前机构持股比重最高的公司之一。 共有

17家基金持有京天利股份，占流通股的比重

达到36%。 与2014年年报时相比，华商基金

旗下的三只产品在一季度均对京天利进行

了加仓。

启明星辰、光环新网、丹甫股份、全通教

育、金明精机等公司的公募基金持股占比也排

在前列。其中，光环新网、全通教育一季度的股

价累计涨幅已经翻番。曾是两市第一高价股的

全通教育获得了包括易方达、汇添富、社保基

金在内的多家机构加仓。

今年以来，中小板及创业板的累计涨幅均

跑赢上证指数。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年初至

今，上证指数累计上涨35.98%，而中小板指数

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上涨60.70%、79.03%。 机构

持股相对较高的公司也大多集中在中小板及

创业板公司上。

在险资持股比例超过10%的公司中，除了

民生银行等传统的险资“宠儿” 外，天齐锂业、

易事特一季度的险资持股占流通股的比重也

超过10%。 易事特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末，公

司十大股东中出现了平安人寿保险、汇丰人寿

保险等险资身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到资金追捧，但部

分公司一季度的业绩表现却并不抢眼。京天利

一季度股价累计涨幅已经超过240%， 但受国

内主要电信运营商严格控制通道资源配置，以

及结算延迟及合同续签等情况的影响，京天利

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了12.64%。 不过，安信

证券分析师认为，公司在互联网保险领域的战

略和布局走在行业前列，看好公司作为互联网

保险第一平台的投资价值。

私募大佬快速调仓

自去年年末启动的大牛市，让不少私募大

佬旗下的基金业绩突飞猛进。从一季报披露的

持仓变化看，一些私募基金已对旗下股票进行

调整。

王亚伟掌舵的昀沣投资一直颇受市场关

注。 从目前沪深两市披露的2014年年报看，

“昀沣” 共现身在14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

名单之中。 其中既包括三聚环保、北京城乡等

“旧爱” ， 也有2014年四季度进入的明家科

技、荃银高科等“新欢” 。

2014年四季度，王亚伟旗下的“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昀沣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成为明家科技第七大流通股

东， 持有100.01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33%，较三季度增持了57.13万股。 与王亚伟

一同增仓的还有中邮基金、上投摩根等众多基

金产品。 尽管去年四季度不少资金撤离创业

板，但明家科技依然被51家基金持有，基金持

股占到流通股比例的48.46%。

不过，想要获得私募大佬的长久“青睐”

并不容易。 明家科技一季报显示，王亚伟已经

悄悄退出了公司前十大股东之列。 不仅如此，

到了今年一季度末，明家科技的基金持股数量

已经锐减到仅剩9家，上投摩根、工银瑞信、中

银基金等多家公募基金产品也同时撤离。

虽然披露的一季报数量有限， 尚不能完

整描绘出私募大佬的布局思路， 但目前已有

部分热门公司浮出水面。 天邦股份一季报显

示， 王亚伟旗下两只产品杀入了公司前十大

股东之列。 其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股

数量为399.51万股，持股比例为1.92%；中铁

宝盈资产-招商银行-外贸信托-昀沣3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股数量为324.20

万股，持股比例为1.56%。 布局天邦股份，王亚

伟可谓收获颇丰：年初至今，天邦股份股价涨

幅为103%；4月初， 天邦股份股价一度达到

21.03元，创下近年来的高点。 此外，王亚伟还

在一季度增仓了外运发展，持股数量为394.66

万股，持股比例为0.44%。

逢高减持收获颇丰

另一位私募大佬徐翔掌管的泽熙同样受

到市场广泛关注。 按照目前披露的年报看，泽

熙旗下产品在2014年年底共出现在10家公司

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之中。

徐翔对东方金钰的偏爱从泽熙的持股便

可见一斑。自2014年中报披露开始，泽熙旗下

产品便一直出现在东方金钰前十大股东之

列。到2014年三季报披露时，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泽熙1期单一资金信托持有东方金

钰883万股，持股比例为2.51%。 2015年3月19

日，东方金钰宣布停牌筹划重大事项，公司称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开拓互联网

金融等项目，公司已延期停牌至4月29日。 按

照东方金钰一季报披露的情况，截至2015年3

月末， 泽熙持有东方金钰的股份数量未发生

变化。

在去年三季度布局美邦服饰后，泽熙已于

近日清空了全部持股。 美邦服饰4月22日公告

称，由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受托

人发起设立的华润深国投·泽熙6期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在4月1日至4月20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减持了美邦服饰5055万

股股份，交易均价为17.66元，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减持后不再持有美邦服饰股份。

美邦服饰2014年的业绩并不令人满意，

公司全年实现净利润1.47亿元， 同比下降

64.08%。 4月初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计划无疑

更增强了泽熙的“去意” 。 美邦服饰4月4日公

告称，为满足自身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拟在6个月内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

不过，从美邦服饰的股价走势看，泽熙凭

借减持可谓收获颇丰。 仅年初至今，美邦服饰

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120%。

此外，曾为私募冠军的广州创世翔在一季

度增持了奥马电器的持股。 截至一季度末，创

世翔信托计划持有奥马电器42万股，持股比例

为0.25%。 同时，创世翔还退出了正海磁材前

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 “新三板” 动态

上海电气将在巴基斯坦

开展煤电一体化项目

上海电气4月22日晚公告， 近日公司与

华信资源责任有限公司签署了《巴基斯坦塔

尔煤田一区块煤电一体化合作协议》。

华信资源是一家依据巴基斯坦法律在巴

基斯坦成立的煤矿能源公司， 英文名称为

Sino� Sindh� Resources� (Pvt.)� Ltd.。华信资

源通过公开竞标， 已于2012年5月取得巴基

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区块的开采经营权， 将对

第一区块煤田进行独立开采。

该煤电一体化项目为中巴经济走廊能源

规划工作组优先实施项目清单中项目， 公司

未来有意牵头投资塔尔煤田一区块坑口

4x350MW或2x660MW电厂建设， 华信资

源将对其煤田开采项目进行同步建设和扩

建，合作双方为努力促成煤电同步协作开发，

将建立排他性的供煤合作方式， 为配合该发

电厂项目未来各时期发展的煤炭需求。

上海电气称，本次合作协议签订后，公司

将与华信资源尽快建立煤电一体化开发联络

小组， 双方将积极讨论未来在煤炭项目和发

电厂项目的具体合作模式， 同时华信资源将

协助公司共同努力取得在巴基斯坦发电厂开

发所涉及的各种当地许可和批准文件。 本次

合作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发电设备及工

程服务海外市场。（李香才）

*ST国创

年报“变脸”预亏15亿元

4月22日，*ST国创发布了一份让人震惊

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预计2014年业绩

从原来的亏损1.1-1.3亿元，变更为亏损15亿

元左右。这意味着，上市已达15年的*ST国创

将首次出现净资产为负的局面。统计显示，自

上市以来，*ST国创累计净利润金额为亏损

17亿元（含2014年）。

4月29日是*ST国创预约披露年报的日

子，仅仅剩下一周的时间，*ST国创却出现了

业绩“变脸” 。此前，*ST国创曾预测，2014年

净利润为-1.3亿元到-1.1亿元。 而最新公告

显示，*ST国创预计亏损金额增加至15亿元。

*ST国创解释称， 由于前期公司涉及多起

诉讼事项， 在公司进一步获取涉及诉讼事项材

料后， 公司财务部门依据谨慎性原则， 对公司

2014年度计提大额预计负债（-13亿元左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若*ST国创2014年年度经营业绩出现大额亏

损，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期末净资产将

可能为负值， 同时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

利润将可能为负值， 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刘兴龙）

中粮集团抛出全球性农业公司IPO预期

旗下上市公司闻风上涨

□本报记者 王锦

中粮集团网站4月22日发布消息称，中粮集

团董事长宁高宁在洛桑举行的 《金融时报》

2015年大宗商品全球峰会上表示，希望与2014

年收购的荷兰尼德拉和来宝农业两海外公司整

合并达到协同效应， 未来相关业务将整合成一

家“全球性农业公司” 。他称，IPO将有助于实现

这一目标，但整合需要时日，尚无法给出潜在的

上市时间表。

整合成“全球性农业公司”

根据中粮集团官网消息，4月19-23日，中

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出访瑞士， 参加在洛桑举

行的《金融时报》2015年大宗商品全球峰会，并

就 “中粮概况及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的定位”

做开幕式主旨演讲和对话。

2014年中粮集团通过海外并购，获得荷兰

粮食贸易公司尼德拉和来宝集团旗下来宝农

业的控股权，与这两家企业的战略合作使得中

粮将全球供应链扩大到巴西、美国、乌克兰和

俄罗斯。

宁高宁强调， 希望与尼德拉和来宝农业整

合并达到协同效应，连接农产品产区和销区，买

全球，卖全球，打造一家拥有国际化人才、符合

国际标准和产业链支撑的全球化公司。

宁高宁表示， 这些业务未来将整合成一家

“全球性农业公司” 。他同时称，IPO将有助于实

现这一目标，但整合尚需时日。他并没有给出潜

在上市的时间表。

去年， 中粮集团先后收购荷兰尼德拉

51%股权和来宝农业有限公司51%的股份，共

计斥资约30亿美元。 在2014年10月28日中粮

集团该两项并购交易完成交割之时， 宁高宁

便表示，这些资产（还可能包括中粮的其他资

产） 将被打包并入一家国际合资公司， 然后

寻求IPO。

尼德拉是全球知名的农产品及大宗商品

贸易集团， 在世界18个主要进出口国家从事

粮食分销和国际贸易业务， 在南美粮源掌控

能力和种子业务的核心技术方面占据优势。

来宝农业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和加工业务，

拥有关键区域的物流资产布局和糖业务的产

业链优势。

该两项并购，是中粮联手厚朴投资、世界银

行成员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淡马锡、渣打私募股

权投资等财务投资人进行的联合投资。其中，中

粮与跨国投资团间的投资比例为60:40，由中粮

控股。

根据中粮的表述， 并购后， 中粮资产超过

570亿美元，营收合计633亿美元。在世界粮食公

司中，资产排名全球第二，营业收入排名全球第

三， 成为一家能够与ABCD等传统跨国巨头抗

衡、具有国际领导地位的大粮商。

旗下上市公司闻风上涨

中粮集团是国资委直属大型国有独资企

业，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作为投资控股企业，目

前中粮集团旗下拥有八家上市公司，包括：中国

食品 （00506.HK）、 中国粮油控股（00606.

HK）、 蒙牛乳业 （02319.HK）、 中粮包装

(00906.HK)、大悦城地产（00207.HK）五家香

港上市公司， 中粮屯河（600737）、 中粮地产

（000031）和中粮生化（000930）三家内地上

市公司。

4月22日，中粮关于整合及IPO的消息令旗

下多家上市公司股价大涨。 港股5家上市公司

中， 除蒙牛乳业高开低走最终下跌1.18%之外，

中国粮油控股股价涨幅达到23.59%， 中国食品

涨幅达到5.37%， 中粮包装涨幅达到9.74%，大

悦城地产涨幅为3.82%。 A股3家上市公司同样

大幅走高， 中粮生化盘中涨停最终上涨9.57%，

中粮地产上涨3.97%，中粮屯河上涨5.56%。

港股涨幅最大的中国粮油控股隶属于粮油

加工行业，主营业务包括油籽加工、生化及生物

燃料、大米加工、小麦加工、啤酒原料等；A股涨

幅最大的中粮生化，主营业务为燃料乙醇、柠檬

酸、赖氨酸。

中粮集团也是2014年国资委敲定的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目前其试点方案尚在推

进过程中。 此前，对于未来改革的方向，中粮集

团曾提出， 以混合所有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

手段，在下属企业引入其他所有制的产业资本、

社会集合资本、私募股权等战略投资者，加快实

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愿景。 同时，内部形成

若干专业化经营、独立上市的业务板块，未来主

要通过资本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围绕核心主业，

按产业链不同环节、不同细分行业、不同区域分

别组建若干业务板块， 力求在各自领域建立行

业领先地位。按照市场化要求，以控股公司架构

对下属业务板块进行管理， 充分发挥董事会的

作用，充分调动业务板块的积极性。

大名城拟建设运营福建自贸产业城项目

□本报记者 万晶

大名城4月23日公告，拟在福建自贸区建设

运营自贸产业城项目， 大名城将持有自贸城运

营公司100%股权，自筹资金1.68亿元将专项用

于自有物业装饰升级。 后续还将借助自贸区优

惠政策开展“网上自贸街” 电商交易平台、金融

平台、医疗器械保税平台、文化生活平台等一系

列项目， 将自贸城运营公司打造成为自贸区平

台型企业，计划通过组建互联网金融公司，拓展

金融平台， 并服务于存在融资需求的自贸产业

城商户及跨境电商商户。

公告称， 经公司内部测算， 自贸产业城

项目平稳运行后， 预计能带来10000人的就

业机会，每年能产生约1000亿元以上的商品

贸易额。

大名城表示 ， 此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实

施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 公司将通过在自

贸区发展国际双边贸易、 跨境电商服务平

台、 互联金融平台、 医疗器械保税平台、仓

储物流等， 逐步将自贸产业城打造成集商

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为一体的综合性

贸易平台。

大名城的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 （福建）

有限公司总部及其所开发的名城港湾、 东方

名城、 名城商业广场等项目， 位于中国 （福

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核心区的中心

位置，区位优势明显。 大名城拟将总面积约32

万平方米的商业、写字楼物业进行升级装饰，

打造国际一流的自贸产业城， 促进公司战略

转型。

近日，大名城已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了《投

资创立福建自贸区自贸产业城项目建议书》，拟

在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设立“福建自贸产业城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 负责建设运营自贸产业

城，同时开展“网上自贸街” 电商交易平台、金

融平台等一系列项目运营计划。 大名城曾在

2014年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 公司将构建产业

+资本的双轮驱动、 协同发展的创新转型战略，

打造新的业务增长极。

简称

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比例

(%)

一季报净利润

（万元）

一季报净利同比

（%）

年初至今股价涨幅

（%）

京天利

36.39 1,086.37 -12.64 296.67

启明星辰

29.24 -991.95 65.67 94.40

光环新网

27.59 2,207.70 19.16 174.96

丹甫股份

26.40 734.33 -37.28 136.73

全通教育

23.83 569.67 -22.71 211.97

金明精机

23.17 456.54 7.14 90.22

金证股份

23.12 3,012.65 177.54 233.17

东江环保

23.11 7,253.98 28.68 44.67

新文化

22.55 4,409.42 103.26 116.79

上海钢联

22.41 -1,298.45 -19,331.22 78.53

华宇软件

22.21 1,934.03 45.54 50.10

万达院线

21.79 33,810.23 58.96 379.12

万达信息

21.64 395.38 47.81 100.22

海默科技

21.62 1,198.29 160.93 18.66

东易日盛

21.46 -6,621.46 -29.91 55.24

太平洋联手万得

推“三板府”中介平台

太平洋4月22日晚公告称，4月22

日， 太平洋与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Wind资讯” ）联合发布

并上线“三板府” 金融中介平台。

“三板府” 金融中介平台是服务于

新三板市场投资者、 挂牌公司的互联网

中介服务平台。 平台可基于Wind资讯金

融终端的海量互联网用户， 通过公司专

业的金融中介服务， 在互联网上来帮助

寻找新三板股票协议转让、 企业投融资

需求的对手方。 平台还可提供新三板挂

牌公司线上路演、企业信息展示等服务。

太平洋称，推出“三板府” 金融中介

平台， 目的是充分发挥证券公司作为金

融中介的本质功能， 促进股份转让市场

的活跃度。（李香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