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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首季盈利超预期 移动业务全面开花

□本报记者 杨博

腾讯控股13日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公

司第一季度实现收入2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22%。 按照非通用会计准则， 净利润为

70.53亿元，同比增长36%，好于市场预期。 综

合来看，腾讯移动业务全面开花，已成为支撑

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 目前机构普遍看好腾

讯的业务策略和执行能力， 多家机构予以股

票“买入”评级。

移动业务变现能力增强

财报显示，在腾讯的三大业务分部中，增

值服务业务首季收入同比增长29%至人民币

186.26亿元。 其中受智能手机游戏收入的增

加推动， 网络游戏收入增长28%至人民币

133.13亿元； 受移动平台游戏内按条销售额

收入及订购服务收入增加的提振， 社交网络

业务收入增长32%至人民币53.13亿元。

作为第二大收入来源的广告业务表现更

为突出， 首季收入同比增长131%至人民币

27.24亿元，显著好于市场预期。 其中，品牌展

示广告收入和社交网络效果广告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90%及199%，值得注意的是，上季腾

讯约40%的品牌展示广告收入及75%的效果

广告收入来自移动平台。 腾讯表示将持续积

极投资于关键内容以进一步提升流量， 并将

扩展移动广告资源，提升效果广告服务能力。

从主要业务表现来看， 移动端已经成为

腾讯收入增长的引擎。财报显示，一季度微信

和WeChat合并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39%，达

到5.49亿； 手机QQ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23%，总量达6.03亿。腾讯表示，由于推出春节

期间抢红包等活动，建立知名度及用户习惯，

微信支付及QQ钱包受到广泛欢迎。

网络游戏方面，腾讯继续保持在中国市

场的领先地位，特别是手游业务收入实现强

劲增长。 包括通过QQ手机版及微信的游戏

中心、应用宝应用商店及其他渠道分发的智

能手机游戏在内，腾讯手游业务首季总收入

约为人民币44亿元，同比增长82%，环比增

长8%。

去年全年腾讯手游业务总收入为112亿

元。 据行业报告，去年中国手游市场总规模为

276亿元，这意味着去年开始，腾讯就已占据

中国手游市场的半壁江山。

腾讯表示在第一季度采取了若干措施提

升移动生态系统，发展数字内容业务。具体措

施包括透过丰富支付场景提升支付服务，包

括中国春节期间红包活动以吸引更多用户使

用支付平台； 透过微信朋友圈内特定广告及

第三方广告联盟扩展移动社交广告资源；与

NBA合作，向中国用户独家提供NBA赛事的

网络视频及有关数字内容。

“连接器” 策略获看好

在去年11月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腾讯

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曾表示，腾讯将专注于做

互联网的“连接器” 。 他指出腾讯的优势在

通讯、 社交大平台上，“做互联网的连接器，

不仅把人连接起来，还要把服务和设备连接

起来。 ”

行业分析师认为， 腾讯正努力贯彻上述

“连接器” 策略： 围绕旗舰移动产品如移动

QQ和微信建立起生态体系，连接多元化合作

伙伴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 并高效利用合作

方所提供的销售力量与线下资源， 推进移动

互联网业务的变现能力。

过去两年内， 腾讯与58同城、 大众点评

网、 滴滴打车等多个细分互联网行业的领军

企业建立战略投资和合作关系， 持续丰富其

O2O生态系统。

第一上海分析师认为，目前移动QQ和微

信的银行卡捆绑数量达1亿用户，新年期间约

1.5亿用户参与了红包活动， 是去年的15倍，

以上进展为利用微信支付形成交易闭环提供

了夯实的基础。 腾讯将在O2O中极致发挥

“O2” 部分的优势，并抢占该价值链中利润

最高环节，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尽管腾讯估

值相较同行互联网企业有明显溢价， 但该公

司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持续垄断移动流量，

有大概率得以实现多元化的货币化模式，从

而为公司业绩带来涓流不息的增长动力。

美银美林报告预计，到2017年，腾讯广告

及手机游戏收入合计有望占集团收入的半壁

江山。 上季度这两部分业务的收入占比为

32%。 该行将2015年至2020年腾讯自由现金

流入的年复合增长率从15%上调至21%，目

标价由155港元上调至183港元，重申“买入”

评级。

除美银美林外，瑞银、瑞信、德银也都予

以腾讯股票“买入”评级。今年以来腾讯股价

累计上涨近40%，目前为156.8港元，公司市

值1.47万亿港元。

逾六成中资股首季盈利实现增长

□本报记者 杨博

据万得资讯统计， 截至目前港股市场上

已披露一季报的中资股超过160家， 其中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的有98

家，占比超过60%。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的

有71家。

行业板块来看，航空、证券、新能源等行

业业绩增幅明显。 其中中国国航首季盈利同

比大幅增长1707%，成为表现最好的中资股。

这主要受益于市场需求增长好于预期、 航油

价格大幅下降， 以及公司成本控制有力等因

素。 东方航空首季盈利增长863%，南方航空

盈利增长722%。

券商表现同样抢眼，海通证券首季盈利

增长239%，广发证券增长205%，中信证券

增长191%。 相比之下银行业增速迟滞，民生

银行盈利增长5.5%，光大银行和中信增速略

高于2%，工农交建四大行增速在1.3%-1.9%

之间。

新能源概念表现不俗。 比亚迪股份首

季盈利增长911%， 仅次于国航， 位居第

二，金风科技盈利增长390%，大唐新能源

增长121%。

油价利好不断

海外能源股反弹动能充足

□本报记者 张枕河

12日， 欧佩克调高今年的全球原油需求预

测，此外由于近期债市股市风险加剧，导致资金

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在此背景下，当日美股能源板块逆市走强。

13日港股能源板块也随之上涨， 市场人士预计

近期该类股票反弹动能依然充足。

油价大幅反弹

由于欧佩克调高今年的全球原油需求预

测，国际油价12日大幅上涨。13日盘中其涨势持

续，截至北京时间当日19时45分，纽约商品交易

所6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9%至每桶

61.29美元，6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

涨0.72%至每桶67.35美元。

欧佩克12日发布的月度原油市场报告，

将今年原油需求的日均增幅上调 1万桶至

118万桶，日均需求从而达到了9250万桶。欧

佩克表示，上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预期美国

的原油需求上升。 此外欧佩克还将今年市场

对欧佩克原油的需求预测小幅上调至日均

2930万桶，去年市场对欧佩克原油的需求为

日均2900万桶。 而供应方面， 报告称今年4

月欧佩克的日均原油产量增加 1.8万桶至

3084万桶，预计非欧佩克国家今年的日均原

油产量的增幅为68万桶， 去年的增幅为217

万桶。

此外， 美国能源信息局12日发布的短期能

源展望报告指出， 预计今年美国的日均原油产

量为920万桶，较上个月的预测低4万桶，也反映

出原油供应可能下降。

业内人士还指出， 近日债市风险明显增

加，欧美多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并且这种风险

已经蔓延到了股市。 资金已经出现了从股市和

债市流向大宗商品的趋势，因此国际油价面临

供需趋紧和资金流入的双重优势，可能还有上

涨空间。

能源股明显受益

自今年3月17日以来， 随着油价持续反弹，

美股能源板块成为受益的最大赢家。 标普能源

板块累计上涨达23%，而标普500指数同期仅累

计上涨4%。 此外，美股能源类精选交易所开放

式指数基金（交易代码：XLE）点位从73.1点上

涨至80.6点，累计涨幅将近12%，表现居于分行

业ETF首位。 该ETF持有美国能源大盘股，其投

资对象是开发和生产原油和天然气、 并提供钻

井及其他能源相关服务的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 在股市整体可能面临下行

压力的情况下， 能源板块却由于受到油价等因

素影响比较明显，会具有一定抗压性，将成为近

期表现较为坚挺的板块之一。

美股能源板块具体标的中， 自3月17日以

来，戴文能源（DVN）累计上涨26%，阿纳达科

石油（APC）累计上涨21%，贝克休斯（BHI）

上涨19%，EOG能源（EOG）累计上涨18%，康

菲石油 （COP） 累计上涨14%， 西方石油

（OXY）累计上涨12%，埃克森美孚（XOM）

累计上涨10%。在5月12日美股大盘下跌的背景

下，能源板块逆市上扬，上述多只股票单日涨幅

达到2%。

港股能源板块同样表现抢眼， 恒生能源业

指数在过去一个月内累计上涨12%， 居于所有

分行业指数第二位， 涨幅仅次于恒生原材料指

数。 5月13日，该指数微涨0.17%，成为11个分行

业板块中4个收涨的指数之一。

摩根士丹利股票分析师亚当·帕克对此分

析表示，以美股而言，尽管目前美元和企业收益

有些不尽如人意， 但股市的长期牛市之态将持

续。 在所有板块中他最青睐能源股。 他表示，能

源股相对于油价本身就存在滞后性， 因此等到

行业业绩真正出现拐点可能还要等上两三个

月。投资者不能等原油价格继续上涨、分析师纷

纷提升数据预测时再买股票， 那样的话为时就

更晚了。

“末日博士”称

不会出现全球债市大崩盘

有“末日博士” 之称的美国纽约大学斯特

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诺里埃尔·鲁比尼5月12

日指出，尽管最近全球债券市场大幅波动，但他

认为，不会出现全球债市大崩盘。

鲁比尼表示， 投资者不必担心债市崩盘或

利率狂飙，因为“美联储事实上早就已告诉大

家它打算怎么做了” ；他强调，全球债市大幅波

动“不算是大的意外” ，“随着经济复苏，通胀

走高，长期利率也将会逐步上升。 ”

不过鲁比尼也指出， 全球债市短期内仍可

能出现一些波动性，“短期内，由于市场缺乏流

动性、缺乏做市商，加上一些经济数据或通胀数

据上的意外， 造成美国和欧洲的债券收益率处

于非常动荡的环境之中。 ”

数据显示，近期全球债券市场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波动，尤其是德国国债急剧跳水。 德国10年

期国债收益率从4月下旬的0.08%飙升至0.68%，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强劲反弹至2.28%。

针对美国股市，鲁比尼表示，当前的美国股市

“显然有些虚高” ，但还不是泡沫。 他指出，目前美

股市盈率略微高于历史均值，而生物科技和科技等

板块看起来有些过高，“股市虚高主要是美国长期

零利率以及欧元区和日本量化宽松所导致的，流动

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造成了资产通胀。 ”

此外，鲁比尼还强调，当前的美国股市估值

以及美联储何时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 均十分

值得关注。（刘杨）

欧元区上季GDP增速加快

欧盟统计局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和环比增速均较前一季

度加快，符合市场预期。但希腊连续第二个季度

经济收缩，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给欧元区复苏

前景蒙上阴影。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GDP初值环

比增长0.4%，符合预期，前一季度环比增长0.3%。

一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增长1%，符合预期，前一

季度同比增长0.9%。这也是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

欧元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英美两国，而且一季度

区内四大经济体实现2010年上半年以来的首次

集体增长。 其中西班牙GDP环比增长0.9%，法国

环比增长0.6%， 德国和意大利均环比增长0.3%。

然而， 希腊今年一季度GDP环比增长下降0.2%，

前一季度环比下滑0.4%，不仅未能保住去年前三

个季度正增长的成果，还陷入了技术性衰退。

当日同时公布的3月欧元区工业产出速度

数据则逊于预期，环比下降0.3%，预期为环比

持平，2月增幅由1.1%下修至1%。 3月工业产出

同比增长1.8%，预期增长为1.9%，2月同比增幅

由1.6%上修至1.9%。 （张枕河）

ING：中企赴欧并购迎良机

荷兰国际集团（ING）董事总经理、中国企

业融资主管武止戈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是中国企业赴欧进行并购交易的最好时

机。欧洲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正处于

复苏通道，且欧元兑人民币已大幅贬值近20%，

意味着资产购买变得更便宜。 此外欧洲对外国

投资的态度普遍友好。

ING集团发布的最新简报显示，2015年第

一季度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并购交易共计23宗，

交易金额达到12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77亿

美元增长59.7%。其中交易额处于1亿-5亿美元

之间的中等规模交易数量增长三倍， 从去年同

期的3宗增至9宗。

ING报告显示，以交易量计，中国企业在欧

洲并购最为活跃的是工业板块，其次是TMT板

块、金融服务和房地产板块，投资目的地国家前

三位是英国、瑞士和德国。

武止戈表示，中国企业赴欧开展并购交易主

要对四大行业板块感兴趣， 一是消费品行业，包

括一些知名服装、食品品牌；二是高端制造业，与

美国的寡头垄断有所不同，欧洲的高端制造业企

业大多是小而精；三是金融业；四是交通、基建业，

这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相符合。（杨博）

CFP图片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2015

年5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信息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 和中国资本证券网（ww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询。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三鑫医疗

（二）股票代码：30045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936万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986万股， 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

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大道999号

董事会秘书：兰日明

电 话：0791-85950380

传 真：07951-85988030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厦25楼

保荐代表人：熊丹、张树敏

电 话：0755-82492210

传 真：0755-82493959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4日

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2015�年 5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中证网 （ www.cs.com.cn� ）、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

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康拓红外

（二）股票代码：30045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4,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50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1号9层

联系人：曹昶辉

电话：010-68378608

传真：010-68378620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

层至第21层

保荐代表人：陈宇涛、徐彤

电话：010-63222859

传真：010-63222859

发行人：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