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交所公开谴责海润光伏董事长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4月23日对海润光伏股

东、董事长兼总经理YANG� HUAIJIN（杨怀

进）进行公开谴责，对海润光伏股东江阴市九

润管业有限公司、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及海润光伏董事李延人、任向东、吴益善、张永

欣、张正，独立董事洪冬平、金曹鑫、徐小平予

以通报批评。上述纪律处分将抄报江苏省人民

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据 查 实 ，2015 年 1 月 23 日 ，YANG�

HUAIJIN（杨怀进）与其他两位股东九润管

业、紫金电子共同向公司董事会提议海润光伏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为以海润光伏2014年12月31日股本1,574,

978,38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20股。所有董事均签署书面确认文

件，并承诺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

配提议时投赞成票。 而2015年1月31日公司披

露了2014年年度业绩亏损公告，经财务部门初

步测算，预计201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8亿元左右。公司上述股东表

示，在提出利润分配提议时并不知悉海润光伏

2014年业绩的有关情况；所有董事也表示在同

意该利润分配提议并承诺投赞成票时，不知悉

海润光伏2014年业绩的有关情况。

上交所指出，YANG� HUAIJIN（杨怀进）

作为公司股东， 同时兼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

理，在提出并审议相关利润分配提议时，应当

知悉或者主动核实公司经营情况，并据以判断

利润分配提议及相关披露内容是否与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相符。YANG� HUAIJIN（杨怀进）

在应当知悉或者未主动核实公司经营情况下，

以“结合海润光伏2014年实际经营状况，积极

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未来发展的经

营成果”为由，提出并同意相关利润分配提议。

相关披露内容与公司数日后公告的业绩预亏

情况明显不符，可能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重大

影响。 YANG� HUAIJIN（杨怀进）未勤勉尽

责，其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

指引》的相关规定，以及在《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九润管业、紫金电子作为公司股东，在不

知悉公司2014年实际经营的情况下，提出上述

可能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重大影响的利润分

配提议，公司董事李延人等在不知悉公司2014

年实际经营的情况下，也以“该利润分配提议

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与

公司实际情况相匹配等” 为由，同意该利润分

配提议，并承诺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利润

分配提议时投赞成票，其行为违反有关规定。

宝钢股份

一季度实现净利15.5亿元

4月23日晚，宝钢股份披露2015年一季报。公司一

季度实现净利润15.47亿元，同比增长2.46%，每股收益

达0.09元。

公司指出，报告期内，国内钢材需求持续低迷，原

料成本对钢价的支撑力度因矿价大幅下跌而趋弱，同

期国内钢铁生产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尽管出口规模有

所上升，但整体供需矛盾未有改观，加之环保等约束成

本上升，钢铁行业重陷亏损境地。

宝钢股份称，面对不利的经营环境，公司持续强化

购销协同，加大客户服务与技术创新，优化产销模式，

扎实推进降本增效工作，加快两翼领域发展，确保一季

度较好地完成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完成铁产量536.2

万吨、钢产量556.9万吨、商品坯材销量523.9万吨，实

现合并利润总额22.0亿元。

据介绍， 宝钢股份自主研制的一系列汽车用高强

钢，目前已经占据了境内汽车用钢市场半壁江山，近日

宝钢股份也参加了第16届上海国际汽车展。

宝钢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伴随汽车工业的发展，

近年来宝钢条钢、汽车用钢得到长足发展。公司生产的

条钢汽车用棒线材作为合资品牌国产化的首选， 在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有良好声誉。高品质的弹簧钢、冷

镦钢稳定应用于一汽、二汽、欧美系、日系以及自主品

牌乘用车。 高端汽车曲轴用钢、 齿轮钢也逐步通过认

证，进入商用车市场并不断扩大份额。（官平）

进军电商市场

美特斯邦威发布“有范” APP

□新华社记者 高洁 席敏

4月22日，知名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发布

“有范” APP， 进军电商林立的衣着行业互联

网领域。 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表示， 这款

APP的诞生是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信号，旨在

参与互联网时代竞争，赢取更多盈利空间。

“有范” APP将在30日推出公测版。 美邦

服饰表示，背靠公司在时尚和服装领域的坚实

背景，“有范” 平台除了能够在造型师等产业

链资源上产生号召力外，还将引进大量国内外

的优质品牌，尤其是一些独立设计师的个性化

品牌。

由于互联网广泛运用，围绕饮食、服装、

家电、 图书等不同消费内容的电子商务竞争

已日趋白热化。 作为一家传统服装类品牌企

业，美邦服饰有自己的考虑。 周成建说，互联

网时代的竞争是均等和透明的。 “未来，美邦

想要用更少的门店赢取互联网时代的更多盈

利空间。 ”

据悉，随着当前一些服装企业库存的增

加，“触网” 已成为中国服装行业发展的新

趋势。

周成建认为，目前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

合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传统行业正处于重

生的黄金时代。 未来美邦将通过“互联网＋”

模式实现平台化发展，推动自主时尚品牌产业

链升级，深度整合全球时尚产业资源。

据了解，“有范” 平台目前已与国外众多

品牌签约，秋季将引入今年上海时装周部分品

牌，预计到2015年底，新平台签约品牌将超过

300个，其中大多瞄准细分领域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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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中科招商

将适时推出做市商交易

4月22日，中科招商（832168）股价上演过山车

行情，尾盘一笔10万股、转让价为1.01元的成交拉低

了均价，当日以4.86元的价格收盘。23日公司股价反

弹，收于41.94元，涨幅达762.96%。 中科招商董事长

单祥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个别股

东的非正常交易不会对中科招商估值和投资价值

带来影响。 目前中科招商为协议转让，非正常交易

也是协议转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

单祥双表示，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再次发生，中

科招商将会适时推出做市商交易， 做市商交易的

实施将会规避协议转让中存在的问题。 中科招商

目前正在研究推出做市商交易的时机， 目前已经

有多家券商与中科招商进行了接触和沟通， 并且

递交了合作意向。 中科招商目前正在推进做市商

交易的相关工作， 有可能从这些券商中选择部分

进行合作。

单祥双表示，随着做市交易的实施，以及未来

有望实施分层管理和竞价交易， 新三板流动性将

得到提高。（李香才）

汉能：暂难发展碲化镉技术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第一太阳能

（First� Solar） 堪称薄膜发电领域的佼

佼者， 其掌握最先进的碲化镉（CdTe）

薄膜技术， 在全球薄膜发电市场占有近

20%份额。

今年2月以来，第一太阳能利好频传，

此前已经屡破纪录的碲化镉太阳能电池光

电转换效率再度刷新世界纪录， 还历史性

地与苹果公司开展合作， 其去年四季度净

利更同比大增近200%。

有投资者开始将汉能和第一太阳能相

互比较，甚至“建议”汉能也考虑发展碲化

镉。 但汉能一位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尽管第一太阳能和碲化镉技术都可

圈可点，但国内环保回收机制还不很完善，

暂时难以大规模发展该技术。

据介绍， 镉污染问题是碲化镉薄膜

技术存在的隐患。 不过，美国和德国已经

推行碲化镉太阳能电池的回收及再生机

制。 （张枕河）

股价再度放量大涨

汉能薄膜发电技术成熟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张枕河

4月23日，继前期连涨4个月大涨三倍之

后，汉能薄膜发电（00566.HK）结束持续一

个多月的横盘状态， 在直接利好因素并不明

显的情况下， 大幅收涨14.2%至7.88港元，全

天成交额达36.89亿港元。 为此,汉能盘后发

布公告称， 公司不知有任何原因导致价格和

成交量变动，且无其他信息需要披露。

对于汉能薄膜发电，来自业内专家、媒体

以及部分投资者的质疑之声从未间断，做空者

也在跃跃欲试，然而目前来看汉能似乎并未受

到过多负面影响。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对汉能

薄膜发电集团的控股股东汉能控股集团进行

了调研，并采访了一些行业专家。 业内专家指

出，从目前来看，暂时没有更多直接证据证明

汉能薄膜发电的经营和股价上涨有何不当。 当

然，面对各种质疑，汉能应该更加完善自身技

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消各界质疑。

另辟蹊径发展薄膜

在晶硅与薄膜两条光伏电池技术路线

中， 汉能选择了成功案例相对较少的薄膜

技术。

业内专家介绍，在光伏行业，晶硅电池和

太阳能薄膜被分为两大派系， 两种产品多年

来一直围绕生产成本与转化率展开竞赛。 所

谓薄膜光伏发电， 即为把一层特制薄膜制成

太阳能电池。 目前全球硅供应整体处于趋紧

状态，而薄膜光伏发电用硅量非常少，与当下

应用最广泛的晶硅光伏技术相比， 其最明显

的优势无疑是成本低。此外，薄膜发电还具有

制作工艺简单、弱光性好、灵便等优点，可以

在光线较差的地方发电， 还可以和建筑物很

好地结合。

然而，薄膜发电也具有明显的缺点，它的

效率和稳定性都远远不及晶硅技术， 且薄膜

组件需要更大面积吸收太阳能， 相应增加了

土地占用，整体投入成本也更高，因此许多企

业纷纷弃而不用。

有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薄

膜电池技术其实还没定型， 国内从事薄膜电

池生产的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薄膜发电技术

的转化率比较低，且存在很多技术问题，在整

个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正不断降低， 目前甚至

已经不到10%。但从长期看，该技术仍具有很

大的潜力。如果是资金较为雄厚的企业，且肯

长期投资该项技术，或许会具有较好的前景。

汉能就成为了“最符合条件”的企业。汉

能的家底来自于水电行业， 尤其是金安桥水

电站，其比葛洲坝规模还要庞大，目前每天仍

在为汉能带来大量的利润， 令汉能在薄膜发

电技术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

股价上涨众说纷纭

关于汉能此前股价持续暴涨的原因，可

谓众说纷纭。英国《金融时报》等外媒更是多

次提出质疑， 指出汉能薄膜发电主要收入均

来源于向其母公司汉能控股集团的关联交

易， 更多次强调汉能薄膜发电股价存在被操

纵的嫌疑。 统计发现， 自2013年1月2日至

2015年2月9日间，汉能薄膜发电股价总在尾

盘时段出现飙升，时间大约在收盘前10分钟。

汉能薄膜发电董事会主席李河君已经否

认《金融时报》的相关指认。汉能控股集团有

关人士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并不

知悉任何人士进行任何市场不当行为。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毅律认为，

不论是《金融时报》还是汉能，目前都没有真

正让对方心服口服。 对于《金融时报》而言，其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汉能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 根据港交所的《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并不

是不能做，在披露、公平、董事会通过原则下是

可以的。 因此，这不足以构成其违反任何法律

法规的理由， 而且汉能本身的确有其投资亮

点。 对于汉能而言，不管其通过何种理由解释，

但关联交易占比过高仍是客观存在的。

汉能薄膜首席执行官代明芳曾表示，

“我们目前的客户是我们的主要股东， 正是

这一点让其他人产生了怀疑。 ”

此前《南方周末》曾报道，李河君本人对

此的解释是，“关联交易是一个过程， 之前大

家不知道什么叫薄膜、移动能源，大股东扶持

一下，就像父母扶持孩子成长。 2014年汉能薄

膜发电已经变成‘成年人’ 了，关联交易情况

已经大为改善，2015年肯定会更少。关联交易

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关联交易，孩子长大了，

父母就会让他面对风雨， 但当他只有三五岁

的时候不行。 以前汉能市值不高，原因是香港

投资者不懂汉能，香港投资是短期投资。 现在

有了沪港通， 内地很多层次比较高的投资者

读懂了汉能，知道薄膜发电、移动能源有无限

的想象空间。 从客观来看，汉能股份结构已经

出现调整，以前股票大部分在香港人手里，现

在香港人卖了，中国内地股民买，整个结构是

一个绩优股。 所以，我认为沪港通是汉能市值

的主要推手。 ”

完善技术方为上策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对于汉能而言，其继

续完善薄膜发电技术，以及扩大相关市场，实

际才是回击质疑的良方。

不同于以往一些轻易被做空的空壳公

司，汉能的确具备一些领先技术，并且也获得

一些专家的看好。 里昂证券太阳能行业分析

师杨立志就坦言，与晶硅技术相比，目前薄膜

发电技术在全球光伏市场占比并不高， 而且

过去几年大多数薄膜发电企业发展状况不

佳。 但汉能薄膜发电有三点优势：规模效应、

协同效应和母公司雄厚实力。 他指出， 除了

Solar� Frontier， 汉能是目前全球唯一做到

大规模铜铟镓硒（CIGS）量产的公司；汉能

收购的多家全球技术领先的薄膜发电企业拥

有的各种技术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汉能不断的收购确实令其实力大增。2012

年3月， 汉能集团收购了德国Q.cells� SE公司

的子公司Solibro� Gmbh。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

间里， 汉能集团还以3000万美金作价将美国

Miasole公司收至麾下。 随后， 美国Alta�

Devices公司和Global� Solar� Energy公司也

先后被其收购。 四家海外公司中，主攻砷化镓

（GaAs） 高效柔性薄膜技术的美国Alta�

Devices公司和美国Miasole公司无疑是汉能

集团试图进行技术嫁接的新跳板。 而在业内光

伏工程师看来，这两家公司研发技术也的确代

表了当前世界在太阳能领域的顶尖水平。

据汉能控股集团介绍， 美国Miasole公

司的铜铟镓硒组件经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系统研究院(Fraunhofer� ISE)认证，其最高

转化率达到21%； 砷化镓组件获得美国国家

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认证的最高转化

率达到了30.8%， 这也是薄膜发电技术转换

率最高的世界纪录。 铜铟镓硒以及砷化镓目

前已经成为其最为倚重的技术之一。

但据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 通过收购获

得领先技术对于汉能而言是不够的， 目前最

大的问题是这几家公司虽然技术很好， 但由

于此前经营不善等原因，产能都非常低，根本

无法满足汉能的需求， 短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商业化量产。 汉能要想突破还需在整体布局

上有进一步构思， 其技术真正走向成熟还任

重而道远。

平安银行一季度净赚56亿元

平安银行4月23日晚披露2015年一季报。一季度，

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206.71亿元， 同比增长

28.39%；实现净利润56.29亿元，同比增长11.38%。

平安银行表示， 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投

行、托管、理财、结算等业务的快速发展，该等业务共实现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53.87亿元。

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发放贷款和垫款（含贴现）约

1.12万亿，较年初增长9.70%，吸收存款约1.6万亿，较

年初增长2.95%。 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131.98亿元，较

年初增幅25.68%，不良率为1.17%。 其中，不良贷款主

要集中在商业、制造业和零售贷款（含信用卡），占不

良贷款总额96%。

一季报显示， 平安银行离岸业务日均存款820.07亿

元，离岸日均贷款495.03亿元，离岸业务实现利润2.83亿

元，同比增长28.10%。（周文静）

招行董事会

通过员工持股计划

招商银行4月23日晚公告称，董事会审议通过“招

商银行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议案。 根

据议案，2015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以13.80元/股

的价格认购招商银行A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35亿

股，认购额不超过60亿。

该计划委托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广发原

驰·招行银行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受托人和管理

人为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托管账户为招商银行。

招行本次定增设定了业绩挂钩考核机制， 参与本

次定增的招行员工在认购时将明确初始份额，在锁定期

结束时，招行将根据公司整体业绩目标以及该等员工个

人绩效达成情况确认最终属于该等员工的股票数量。

招商银行表示， 招行一直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但考核机制设定考虑了国资股东利益。（周文静）

中兴通讯一季度盈利8.83亿元

同比增长41.91%

中兴通讯4月23日晚披露2015年一季报。 1-3月，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09.9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0.2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3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41.91%；基本每股收益为0.24元人

民币，毛利率同比提升1.8个百分点。

产品方面， 集团运营商网络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92%，主要是由于无线通信系统、有线交换及接入系

统、路由器及路由交换机等产品营业收入增长所致；手

机终端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97%， 主要是由于4G手机

终端营业收入增长所致；电信软件系统、服务及其他产

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38%，主要是由于国际视讯及

网络终端、国际服务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中兴通讯表示， 集团将致力于提升管道的智能化

程度，支撑电信运营商向信息运营商转型；在提升企业

运营效率的同时， 积极推动各行业向 “工业4.0” 或

“工业互联网” 转型；积极探索智能化技术、新型人机

互动技术，并开拓家庭融合创新终端。 （徐学成）

富邦股份上市当年净利下滑23%

股权激励被指“开倒车”

□本报记者 向勇

富邦股份4月23日晚发布2014年年度报

告， 与此前机构们平均预测增幅10.27%的结

果大相径庭的是，公司年度实际净利4,605.5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3.32%。 与此同时，公

司正在进行中的股权激励被指 “开倒车” ，所

谓成长性公司， 方案行权条件中对2015年的

盈利要求，比两年前的盈利不增反减。

公司年报显示，2014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30,344.92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利润总

额5,225.83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24.2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5.52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23.32%；基本每股收益0.85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根据富邦股份此

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公司2011-2013年的净

利润分别为4488万元、5463万元和6006万元，

呈持续增长态势。

公司就此解释说， 导致盈利下降的因素是

国内外经济环境趋于平稳，但下游肥料行业严重

亏损，产品积压严重，中小企业面临破产边缘。

公告称，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

销售总额比例为25.14%。 尽管公司并未明示

前五大客户的名字， 但公司此前曾称，“与鲁

西化工等多家中国化肥百强企业建立稳定的

合作关系” 。 根据公开资料，化肥业务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比例高达41.73%的鲁西化工，

其2014年净利润增长率为18.03%。

富邦股份于2014年7月登陆创业板，其时

在招股说明书中描绘未来几年 “行业将存在

巨大成长空间” ， 并称公司主要产品防结剂、

多功能包裹剂等未来都将保持较高的复合增

长率，其中，“未来3-5年缓控释肥料将继续保

持45%左右的增长” 。 但公司上市当年业绩即

明显下滑，增长率同比更是大变脸。

令不少投资者不满的是，公司今年3月推

出了一份股权激励计划， 只要公司2015年盈

利5184.18万元，管理层就可以获得奖励。可公

司上市之前的2013年就盈利6006.48万元，这

一做法被市场质疑为“开倒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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