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英装备两大股东拟大幅减持

4月26日晚，蓝英装备公告称，收到股东沈阳蓝英自

动控制有限公司和中巨国际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两位股东计划减持套现规模将达到15亿元。

蓝英自控为蓝英装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蓝英

装备登陆创业板刚满三年，蓝英自控、中巨国际股份解

禁之后，就有了减持套现的想法。

蓝英自控、中巨国际表示，此次减持计划是自身发

展需求， 减持期间为2015年4月27日-2016年4月26

日。 截至公告披露日，蓝英自控持有公司股份42.75%。

蓝英自控拟减持10.69%股份；中巨国际拟减持7.5%股

份。（刘兴龙）

金轮股份拟收购森达装饰

4月26日晚，金轮股份公告，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

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森达装饰100%股权，其中以发

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60%， 以现金支付交易对

价的40%。 本次交易价格为94300万元。

森达装饰是不锈钢装饰材料板行业的优势企业，

其产品在电梯行业有较高知名度。最近两年，森达装饰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065.70万元、6870.42万元。 金轮股份表示，此次并购

是公司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有益尝试。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森达装饰2015年、2016年、

2017年预计净利润分别为7749.28万元、8052.62万元、

8334.84万元。（刘兴龙）

前海人寿举牌中炬高新

中炬高新4月25日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 前海人

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截至2015年4月23日， 前海人寿持有公司总股数达到

4000.2517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2%，触及5%的

举牌红线。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 前海人寿自今年4月

份开始持有中炬高新股份，首次在15.1元至17元/股的

股价区间买入3059.25万股，4月23日当天又大举买入

941万股。

此前，前海人寿已参与华侨城A、南玻A的非公开

发行，若相应的审批核准，则前海人寿将持有华侨城A

和南玻A的股份分别为6.89%和8.84%。

目前中炬高新第一大股东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仅持有上市公司10.72%股权。（常仙鹤）

劲嘉股份投资5.2亿扩产能

4月26日晚， 劲嘉股份发布公告称， 拟使用

51928.60万元投资建设新型材料精品包装项目， 公司

将完成本项目主体和配套设施建设， 后期将根据需要

成立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具体的生产、运

营和其他日常事务。

劲嘉股份表示，本项目第一阶段计划于2015年6月

开始试生产， 第二阶段计划于2016年8月开始试生产，

2018年全部达产。 预计完成全部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及装修需15个月，并陆续引入生产设备。项目完成将形

成总年产新型材料包装22000万个产业化规模。

劲嘉股份表示， 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可以使公司利

用自身技术优势，从现有客户群入手，进一步打开国内

高端消费品新型包装市场，开拓产品下游应用领域、拓

展新客户群体、发掘创新产品需求，完成公司多元化产

品经营的战略转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

位。（刘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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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联手奇虎科技、金砖丝路

歌华有线加快全媒体布局

□本报记者 刘兴龙

4月26日晚，歌华有线发布公告称，公司

与奇虎科技、 金砖丝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三方将利用各自在视频内容、技术、渠道、用户

终端、市场化运营、网络院线上的优势，积极在

视频领域、电信增值业务、互联网相关业务等

领域广泛合作。歌华有线表示，本次战略合作，

有利于公司加快实现战略目标和全媒体产业

布局。

三家联手

按照合作协议，奇虎科技的大数据，歌华

有线的云平台建设和应用，以及金砖丝路资本

在媒体、 娱乐领域的境内外资源将进行合作。

此外，三方还将利用各自优势寻求电信增值业

务、互联网相关业务等合作。

资料显示， 奇虎科技创立于2005年9月，

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安全软件与互联网服务

公司。 奇虎科技拥有360网络院线，享有独家

视频内容，为用户提供包括互联网电视、手机

电视和高清交互平台在内的多渠道多终端服

务模式。金砖丝路资本在能源、互联网与科技、

媒体与娱乐、医疗、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拥有大

量的资源，尤其在媒体与娱乐内容领域更拥有

丰富的境内外资源，其中包括俄罗斯等国家优

质节目内容的独家代理资源。

歌华有线表示，为应对新媒体发展所带来

的冲击，公司近年来明确“由单一有线电视传

输商向全业务综合服务提供商、由传统媒介向

新型媒体” 的战略转型。 本次战略合作，有利

于歌华有线加快实现战略目标和全媒体产业

布局。 公司可以通过高清交互平台、互联网平

台以及手机电视等渠道，建立多终端、跨媒体

的内容平台， 实现差异化的内容服务特色，扩

大用户规模、 提高用户黏性和附加值创造，实

现跨地域、跨网络、跨终端发展，逐步转型成为

新型媒体集团。

市场人士指出，歌华有线高清交互数字电

视平台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有线电视行业中

的视听新媒体平台。 本次战略合作，将有利于

歌华有线加快在新媒体业务及云游戏、 大数

据、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安防产业等创新业务

领域的布局。

加速转型

2014年， 歌华有线传统有线业务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例降至40%左右，而增值服务快速

增长，实现了20%以上的收入增速。

公司2014年推出电视院线，内容提供商、

运营企业和地方有线运营商的收入分成比例

为4:2:4。 歌华有线拟成立一家控股运营企业

并引入一线互联网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满

足高清双向有线电视用户对于影院新下线大

片的旺盛需求。 奇虎科技拥有360网络院线，

具备大量的独家视频内容，歌华有线可以通过

电视院线的平台进行资源的整合。

近期，歌华有线在新业务方面拓展快马加

鞭。 3月6日晚，歌华有线公布定增方案，拟以

14.95元/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33亿

元，用于优质版权内容平台建设、云服务平台

升级及应用拓展两个项目，试图打造新型媒体

集团。此次定增不仅获得了歌华有线控股股东

北广传媒投资的青睐，包括中影股份、百视通、

中信证券、新湖中宝等多家公司或投资机构也

积极参与认购。

此外，歌华有线联手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形成同盟，三家公司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广

播电视有线网络领域实现全面战略合作，共同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三方将通过在业务、技

术、资本方面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形成紧密的

业务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京津冀网络互联互

通、技术相互对接、内容资源共享、市场相互开

放、增值业务拓展以及资本层面合作，加快推

动协同发展。

行业环境改善 业绩重回上升通道

航企纷纷定增融资扩规模

□本报记者 汪珺

在资本市场和行业环境双重回暖的背景

下，航空公司定增融资的热情被再度激发。 继

海南航空发布240亿元加码主业的定增方案

后，东方航空23日晚公告，拟定增募资约150

亿元，用于购买飞机以及偿还贷款。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航空公司“集体

吸金” 的现象曾发生过多次，最近一次发生在

2012年， 彼时四大航企公告定增融资的总额

约为146.66亿元。此次仅东航一家的融资规模

就超过当年四家之和。

此外，在上一轮融资中，航空公司面临业

绩下滑、债台高筑的困境，融资主旨在于降低

负债率。此轮融资，行业环境大为改善，公司业

绩也重回上升通道，融资的目的更在于优化机

队结构，把握发展良机。

业内人士指出， 在行业环境向好的背景

下，航空行业重回投资热点，航空公司利用资

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意愿也有望被激发。未来国

内航空业会否呈现更多并购重组、引入战投等

动作值得期待。

再开融资闸门

根据公告， 东方航空拟以6.44元/股为发

行底价，增发不超过23.3亿股，募集资金约150

亿元， 其中120亿元用于购买23架飞机项目，

剩余30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从预案中不难看出，东航此次定增募资的

重点是扩充机队建设。 预案显示，计划购买的

23 架 飞 机 机 型 包 括 空 客 A321、 波 音

B737-800和波音远程B777-300ER等，均为

东航重点规划的四种主力机型系列， 预计至

2015年底， 四大主力机型占整体机队的比例

将达到96.2%，从而显著提升运营效率。

而剩余30亿元将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

款，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以2014年底数据

测算， 东航资产负债率将从81.97%降低至

74.66%。

而就在10天前， 海南航空披露了今年以

来最大规模的定增方案， 拟以不低于3.64元/

股， 向包括海航航空集团在内的不超过10名

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5.934亿股，募

集不超过240亿元， 用于引进37架飞机项目、

收购天津航空48.21%股权及增资项目及偿还

银行贷款。

根据方案，海航定增募资的重点也是扩充

机队建设。 公司拟以定增募资的110亿元用于

引进37架飞机， 包括波音B737、B787及空客

A330系列飞机。 此举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并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预计

每年将合计增加营业收入约为97.21亿元

此外，80亿元募资将用于收购天航控股

持有的天津航空48.21%的股权并向天津航

空增资，从而实现海航对天津航空的控股，解

决此前海航集团承诺的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5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降低负

债率。

业内人士认为，东航、海航此次的定增方

案，重点都在于扩充机队，主要原因在于航空

市场供需逐步好转，退出高能耗的老旧机型并

增加宽体机比例，有利于航空公司优化机队结

构，布局快速增长的国际市场，不排除未来国

航、南航也采取类似举动。

多次集体吸金

值得注意的是，航空公司集体定增募资的

举动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近一次则是发生在

2012年，主要目的是偿还银行贷款，降低资产

负债率。

2012年4月，中国国航率先宣布，拟向集

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约10.5

亿元，主要用于归还公司因增持国泰航空股份

而形成的贷款 （该增发后因上一次非公开发

行未实施完毕而在当年10月决定终止）。此前

2010年11月，国航已在A+H股市场完成定向

增发再融资66.4亿元。

2个月后，南方航空公告，计划以4.3元/股

（后调整为4.1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65

亿股，募资不超过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此前2009年8月，南航

已在A+H股市场完成30亿元定向增发再融

资；2010年10月， 南航在A+H股市场完成再

融资23.53亿元。

东方航空则在2012年9月推出“A+H”两

地增发融资方案，募集资金总额约36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或

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公告，定增实施后，东航的

资产负债率将从当时的80.5%下降2-3个百分

点。据统计，2009年7月，东航A+H股共计增发

募资约70亿元，2009年12月， 东航A+H股共

计增发募资30亿元。 2009年两次再融资的目

的也是补充流动资金，以解决东航负债率偏高

及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

海南航空则是在当年8月完成80亿元的

定增再融资，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从发行前的81.51%降至

71.36%。

更多动作可期

业内人士指出，2012年航空公司面临的

是油价快速上涨、高铁冲击、供需比失衡等带

来的经营压力，业绩下滑、债台高筑成为促使

航空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输血的动因。

年报数据显示，2012年四大航业绩惨遭

“滑铁卢” 。 四大航企当年净利润均同比下滑

超过两位数， 其中南航业绩降幅最大，为

48.22%，海航业绩降幅最小，也达到26.74%。

而2015年的此轮融资， 面临的行业环境

已大为改善。 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航空公

司业绩进入回暖通道。 年报显示，2014年四

大航合计净利润 128.58亿元， 同比增长

21.6%。 其中，东航、国航、海航均一改前三季

度的业绩下滑颓势，同比实现增长，南航更是

从2014年上半年大幅亏损10.18亿元实现全

年盈利。

三家航企今年一季度更是实现 “开门

红” ，业绩同比实现暴增。 根据一季度业绩预

告，国航预计盈利16亿元到18亿元，去年同期

盈利0.93亿元； 南航预计盈利18亿元到20亿

元，去年同期亏损3.06亿元；东航预计盈利15

亿元到16亿元，去年同期亏损2.05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在供需比逆转、基准票价

水平提高、油价持续低迷、人民币贬值预期基

本到位等多重利好因素叠加下，航空公司业绩

反转以及航空业复苏态势已经确立。这不仅促

使航空公司重回投资者视野，也将激发航空公

司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意愿。

金叶珠宝拟收购丰汇租赁涉足金融业

□本报记者 尹哲辉 刘兴龙

4月27日，停牌近三个月的金叶珠宝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丰汇租赁90%股权，并向大股东

九五集团定向增发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叶珠

宝将通过布局融资租赁行业，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同日，盛运环保发布公告称，拟转让丰汇

租赁22.50%股权，股权转让收益约为8.36亿元

（税前）。

大幅提升业绩

金叶珠宝现有黄金业务稳定，但受单一市

场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结合丰汇租赁近几年

快速增长的业绩以及国内融资租赁行业的迅

猛发展来看，重组后公司实现黄金和租赁双主

业发展， 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

效规避公司黄金业务单一的经营风险。

资料显示， 丰汇租赁成立于1999年9月，

目前注册资本为20亿元， 资本金实力在国内

融资租赁行业名列前茅。2013年和2014年，丰

汇租赁营业收入分别为5.20亿元和11.66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1.99亿元和3.41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24.23%和71.35%。

根据业绩承诺，丰汇租赁2015年、2016年

和2017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为5亿元、8亿元和10亿元。 按照金叶珠

宝此次收购丰汇租赁90%的股权计算，若丰汇

租赁未来三年净利润均达到上述承诺，则分别

可以增厚金叶珠宝每股收益0.46元、0.75元和

0.93元。

同时，九五集团承诺，金叶珠宝（不含丰

汇租赁）2015年-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分别为1.5亿元、2亿元和2.5亿元。

以这两组数据计算，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金叶珠宝未来三年的净利润有望分别可以

达到6亿元、9.2亿元和11.5亿元。 以本次资产

收购完成后的总股本计算，每股收益分别可达

到0.62元、0.96元和1.20元。

盛运环保将获利8.36亿元

盛运环保同日公告， 拟转让丰汇租赁

22.50%股权， 股权转让预计产生股权转让收

益8.36亿元（税前）。公司股票于4月27日开市

起复牌。

根据公告，金叶珠宝拟以11.92元/股的价格

向盛运环保发行股份支付其转让价款的70%，

其余部分支付现金对价为44624.25万元。 本次

交易完成后， 丰汇租赁将成为金叶珠宝的控股

子公司，盛运环保将成为金叶珠宝的股东。

在此之前， 盛运环保4月9日召开的董事

会通过了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丰汇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所持有的

22.50%股权出售给金叶珠宝。

盛运环保表示，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进一

步调整公司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结构。 出售此

部分股权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的建设资金。

市场人士指出，融资租赁业务是近年的市

场热点之一， 也是上市公司竞相试水的领域。

近两年来，中兴通讯、林州重机、首航节能等数

十家上市公司宣布斥资组建融资租赁公司。

有分析师指出，我国融资租赁业务方兴未

艾， 合同余额已从2007年的240亿元增长到

2014年的32000亿元，增长了近12倍。 在此期

间， 各类融资租赁公司数量也由93家增长至

2202家，增长了近23倍。

万科一季度开工节奏加快

结算规模缩小致净利下降57.5%

□本报记者 徐学成

万科4月26日晚间公布一季报。 由于结算

规模有所缩小，万科一季度业绩出现下降。 其

中，营业收入88.9亿元，净利润6.5亿元，同比

分别下降6.4%和57.5%。 不过，万科在一季度

表现出较强的拿地热情，共计新增规划建筑面

积170万平方米，项目开工进度也在加快。

万科表示， 一季度利润下降有特殊原因，

不具有代表性，全年业绩预计仍将增长。 在资

金面和政策面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万科仍对全

年业绩保持信心。

净利润基数较高

一季报显示，今年1至3月，公司累计实现

销售面积395.7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463.4亿

元，同比分别下降4.7%和14.6%。公司称，今年

一季度销售低于去年同期， 主要因为2013年

底有较多认购未签约资源延转至2014年1月

份签约，导致同比基数较高。

同期，万科实现营业收入88.9亿元，净利

润6.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6.4%和57.5%。 报告

显示，一季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结

算规模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去年同期结算中，

上海、深圳等高毛利城市占比高，投资收益也

较为集中，导致净利润基数较高。

“房地产业务的竣工、结算具有较强的季

节性规律，大多集中在下半年，一季度占比通

常较低，”万科董事会秘书谭华杰表示，“今年

一季度，公司竣工量占全年预计竣工的比例仅

有5.5%，比去年同期的6.6%进一步下降，导致

业绩未能充分体现。 ”

此外，由于单季结算规模有限，受偶然性

因素影响，利润率容易出现大幅波动。 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万科的结算均价约为11200元

/平方米，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12460元/平方

米。原因就在于去年一季度的结算中，上海、深

圳等一线城市占比较高。 2014年一季度万科

净利润率大幅上升至16.1%，远高于2014年全

年10.8%的平均水平。 而今年一季度，万科单

季净利润率预计低于全年。

可结算资源充裕

由于房地产销售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

业内人士认为， 一季度业绩出现反复较为普

遍，对全年业绩的参考意义也相对有限。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今年前3个月，

万科实现开工面积558.6万平方米， 较去年同

期增长33%，开工节奏正在加快。同时，万科一

季度在南京、杭州、扬州、成都、沈阳、珠海、宁

波等城市新增加开发项目9个，按万科权益计

算的占地面积约69.2万平方米，对应规划建筑

面积约170.0万平方米。

此外，从已售未结金额来看，万科未来可

结算资源充裕。 到3月底时，万科合并报表范

围内尚有1919.0万平方米已售资源未竣工结

算，合同金额合计约2233.8亿元，较年初分别

增长14.9%和14.8%。截至一季度末，万科净负

债率仅为21.13%，继续保持行业低位，资金面

仍然相对宽松。

政策的持续放松也对房企后续发力提供

了良好支撑。 3月30日，央行、财政部等多部门

发布通知，下调二套房首付至4成，首套房公

积金首付最低可至2成，二手房营业税免征年

限也由5年缩短至2年。 随着各地实施细则的

落地，4月中旬以来主要城市的住宅成交量普

遍有所回升。

“从公司的客户来访量看，近期市场成交

氛围出现较为明显的回升。”谭华杰指出，“而

逐渐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也有助于推动市场信

心进一步恢复。 预计2015年公司净利润仍会

保持增长。 ”

东江环保拟定增募资23亿元

4月26日晚，东江环保发布公告，拟非公开发行A

股不超过5786万股，发行价格为39.80元/股，募集资金

不超过230282.80万元， 将用于沙井处理基地扩建项

目、惠州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技改项目、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公告，发行对象为张维仰、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六禾淳钧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朱雀珠玉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中明智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PPP模式成为环保行

业的发展趋势，并将深刻影响工业危废、市政废物行业

的发展格局， 为大型环保公司整合市场资源和提升业

绩提供重要契机。

东江环保介绍，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以

及未来PPP模式的进一步推广， 资金成为制约公司快

速发展的因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项目资金将得到有

效补充，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先发优势，提升市场占

有率和行业影响力。（刘兴龙）

分豆教育加快布局K12市场

4月26日， 分豆教育发布最新的慧学云智能

中学教育系统。这是公司在完成新三板上市之后，

在云智能教育领域的第三个重要战略布局， 公司

在线教育业务生态闭环初步形成。

分豆教育表示， 为了更好地打造K12领域中

国领先的辅助教育解决方案， 公司联合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与全国各地区核心名校， 研发并推

出具有云智能的教育产品慧学云智能提分王。 据

慧学云首席教育官于鹏介绍， 云智能教育是以云

计算、大数据为技术，以跨课堂教学、有线网络端、

无线网络端为媒介，融合课堂教学、虚拟社区、开

放教育资源，集成多种资源采集与教学管理系统，

形成灵活缩放的混合教育模式。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进

行教学，有利于实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 ” 。 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表示，慧学云智能

平台的推广应用， 将发挥重塑教育生态系统的价

值，是对传统中学教育的辅助与补充。（傅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