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定增15亿元 朗姿股份将引进韩国时尚品牌

□

本报记者 王锦

因筹划重大事项自4月13日起停牌的朗

姿股份（002612）5月13日晚公告称，公司计

划以32.35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636.78万股，募资不超过15亿元，将用于韩

国时尚品牌引进和运营项目等，以打造“泛

时尚生态圈” 。

此次发行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申今

花、新华汇嘉拟筹建的证券投资基金、晨晖创鼎

拟筹建的证券投资基金、中融鼎新拟筹建的资产

管理计划、中再资管、马金真等6名特定对象。 其

中，实际控制人申今花的拟认购金额为7亿元。

拟募集资金中，6亿元将用于韩国时尚

品牌引进和运营项目，5.8亿将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3.2亿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韩国时尚

品牌引进和运营项目计划总投资6.14亿元，

其中， 拟投入1.63亿元用于引进韩国时尚品

牌或获得其在中国地区的代理运营权， 拟投

入3亿元对引进的韩国时尚品牌在国内进行

线上营销平台和线下旗舰体验店的布局，拟

投入1亿元对引进的韩国时尚品牌进行线上

线下推广，拟投入5000万元用于构建供应链

管理系统和仓储物流中心。

A07

■ 责编：熊勇宏 美编：王力 电话：

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5年5月14日 星期四

公司新闻

ompanies

C

■ “新三板” 动态

特高压建设进入全面提速新阶段

国家电网：新增特高压电网投资4500亿元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5月

12日， 中国最长的特高压交流工程榆横—

潍坊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式

开工， 标志着特高压电网进入全面提速大

规模建设的新阶段。

国家电网表示，随着后续“五交八直”

特高压工程的加快推进， 新增特高压电网

投资将达到4500亿元， 带动电源和相关产

业投资1.7万亿元。

动态投资242亿元

榆横—潍坊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四交四直” 特高压工程中第5条

获得核准开工的输电通道， 是华北特高压

交直流主网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榆横—潍坊工程动态投资242

亿元，途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四省，新

建榆横—晋中—石家庄—济南—潍坊双回

1000千伏输电线路，新增变电容量1500万

千伏安， 扩建济南1000千伏变电站， 全长

2×1049千米，计划于2017年建成投运，年

输送电量将达230亿度。

榆横-潍坊工程的建设将大大提高陕

北、晋中煤电基地电能外送能力。 榆横—潍

坊工程是“陕电外送” 的首个特高压工程，

当前山西省正在规划建设晋北、晋中、晋东

三大煤电基地，工程建设将推动陕北、晋中

煤电基地发展， 还可以满足京津冀鲁电网

负荷中心用电需要， 推动华北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去年，国家将“四交四直” 特高压工

程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此前，

“三交一直” 特高压工程淮南—南京—上

海、锡盟—山东、蒙西—天津南、宁东—浙

江已经开工。 榆横—潍坊工程的开工，标

志着特高压电网进入全面提速、大规模建

设的新阶段。

目前， 国网公司已累计建成 “三交四

直” 特高压工程，在建“四交一直” 特高压

工程， 在运在建特高压输电线路长度超过

1.9万千米，变电（换流）容量超过1.9亿千伏

安（千瓦），累计送电超过3000亿千瓦时。

新增特高压投资4500亿元

国家电网2015年特高压建设大超此前

预期。 今年1月，国家电网在2015年年度工

作会议上透露， 国家电网2015年计划核准

开工建设“六交八直”合计14条线路。

具体安排是，一季度，核准开工蒙西-

天津南、楡横-潍坊交流以及酒泉-湖南直

流等“两交一直” 工程；二季度，核准开工

“三直” 工程，为锡盟-江苏、晋北-� 江苏、

上海庙-山东。 2015年下半年计划核准开

工“四交四直” 工程，分别为蒙西-长沙、荆

门-武汉、长沙-南昌交流，张北-南昌、晋

东南-豫北、南阳-驻马店交流，南京-徐州

-连云港-泰州交流，济南-枣庄-临沂-潍

坊交流，呼盟-青州、蒙西-武汉、准东-成

都、准东-皖南直流工程。此外，国家电网计

划2015年底前完成“一交四直” 特高压工

程可研工作。

目前，蒙西-天津南、楡横-潍坊特高

压工程均已开工。 国家电网表示，随着后续

“五交八直” 特高压工程的加快推进，新增

特高压电网投资将达到4500亿元， 加上各

级电网共投资1.5万亿元， 带动电源和相关

产业投资1.7万亿元，可年均拉动GDP增长

0.8个百分点以上。

特高压设备龙头受益

申万宏源研报认为， 随着国家能源局

12条大气污染防治输电通道建设推进，以

及今年国网“六交八直” 特高压规划的落

地，预计今年交、直流特高压招标及开工项

目总数将远超2014年， 特高压相关设备龙

头公司将受益。

特高压电网建设进入全面提速的新阶

段，无疑将为电力设备企业带来大量订单。

平高电气、许继电气、特变电工、中国西电、

大连电瓷、 金利华电等相关特高压电力设

备龙头有望受益。

在特高压投资中，设备投资约占45%，

其中， 变压器占设备投资约30%，GIS约占

25%，互感器约占10%。 GIS市场目前被平

高电气、中国西电、东北电气3家垄断，其中

平高电气作为特高压GIS主要生产商，目前

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0%-50%。在变压器市

场中，中国西电、保变电气和特变电工各占

约1/3的招标份额。

近期已经有多家公司公告中标国家电

网特高压订单。东方铁塔5月4日公告，在国

家电网公司2015年的两次招标活动中，公

司均有中标，合计中标金额约1.36亿元，占

公司201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63%。 大

连电瓷此前公告， 中标锡盟-山东1000千

伏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瓷绝缘子集中

招标，金额约为9370万元，占公司2013年

度营业总收入的15.03%。

招商证券分析师表示， 看好特高压直

流与柔性直流业务， 其中直流业务在未来

一个时期将超市场预期。 同时，特高压的建

设将对送端与受端的新能源、 火电企业经

营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新能源消纳能力有

望加强。

万科拟与万达进行战略合作

□

本报记者 徐学成

5月13日， 万科A尾盘的异动和万达院

线临时停盘引发市场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

获悉，万科将与万达“强强联手” ，达成战略

合作。

截至上午收盘，万达院线上涨6.62%。万达

院线午间公告称，拟披露重大事项，股票自13

日下午起临时停牌。 下午14点20分许，万科A

开始急剧拉升近7%，收盘报14.70元，涨5.60%。

万科A尾盘异动引起市场注意。 有消息

称， 万科已经确定与另一房地产巨头———万

达集团展开合作。 万科内部人士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双方将在5月14日

举行仪式，正式公开合作事宜。至于双方合作

的具体方向，该人士表示目前“不知情” 。

在房地产市场步入深度调整的背景下，

“转型” 是被房地产企业提及最为频繁的词

汇。 虽然行业处于低谷，但万科2014年全面摊

薄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了17.86%，仍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 小股操盘和轻资产运营是近年来万

科努力探索的方向。万科2014年实现投资收益

41.59亿元，较2013年大幅增长313.78%。

根据万达集团2014年度工作总结，万达

要在2015年“开始第四次，也是范围更广、力

度更大的一次全新转型” ， 商业地产自身也

要全新转型，方向之一就是“力推轻资产模

式” ，目标则是“轻资产模式实行几年后，一

旦租金分成收入比较理想，万达今后就以轻

资产模式为主” 。

相关分析认为，以住宅开发见长的万科，

与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运营商万达的合作，

必然颇具看点。 两者之间可形成业态组合的

优势互补， 同时在轻资产运营和房地产金融

领域或将有所动作。

2014年， 万科实现收入2151.3亿元，同

比增长25.9%；实现净利润157.5亿元，同比增

长4.2%。 2014年，万达集团实现收入2424.8

亿元，同比增长30%；企业净利润同比也大幅

增长。

一铭软件参与东电创新增发

□

本报记者 王锦

新三板定增的火爆引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参

与，一铭软件（831266）5月13日公告，为扩大公司

业务规模，促进公司与东电创新业务技术合作，提升

公司效益，决定使用自有资金认购“东电创新（北

京）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50万

股，每股定价20元，出资金额1000万元。认购股份全

部为非限售流通股。

据介绍， 东电创新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的挂牌公司并已做市。 根据东电创新4月23日披

露的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本次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524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480万元，占

发行后股本的比例13.10%。

东电创新（430362）股票已自4月8日起停牌。

据其公告，目前正与客户洽谈重大合同事宜，合同金

额较大，涉及知情人较多，且最终是否签订存在不确

定性。 4月7日东电创新收盘价为29.62元/股。

步森股份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步森股份5日13日晚公告，公司5月12日接到中国证

监会调查通知书， 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根据

《证券法》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并购康华农

业事项立案调查。

公司称，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步森股份2014年8月披露定增预案， 股本规模仅1.4

亿股的布森股份拟作价41.7亿元收购康华农业100%股

权，定增完成后，康华农业将借壳上市。不过，因公司控股

股东步森集团与康华农业及其股东产生较大分歧， 最终

该重大资产重组于当11月份被终止。（王锦）

中国核电首发申请过会

拟募资162.5亿元

中国证监会网站5月13日晚消息， 中国核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通过。

根据预披露招股书， 中国核电拟于上交所发行不超

过38.91亿股，仅限新股发行，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 募集资金约162.5亿元， 发行后的总股本不超过

155.65亿股。

公司此次拟募集的162.5亿元资金中，70.5亿元将

用来补充流动资金， 其他资金则用于福建福清核电工

程、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和田湾

核电站3、4号机组工程，上述四个工程公司预计将共投

入1544亿元。

中国核电是目前国内投运核电和在建核电的主要投

资方，经营范围涵盖核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与

管理， 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究及相关技术服务与咨询业

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核电控股核电装机容量

份额为国内市场第一，控股的投运核电装机容量为977.3

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容量929.2万千瓦，计划自2015年

起陆续投产。

我国核电领域呈现“三足鼎立”趋势，中国核工业集

团公司（中国核电母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

广核电力母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占据核电市

场主要份额。 其中，中广核已成功登陆港股市场，中电投

则正在重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欧阳春香）

中国建筑

前4月新签合同额3725亿

中国建筑5月13日晚公告称，2015年1-4月，公司新

签合同额3725亿元，同比增长1%。

分业务来看，基础设施新签合同额533亿元，同比增

长49.7%； 房屋建筑新签合同额3170亿元， 同比下滑

4.1%；勘察设计新签合同额23亿元，同比下滑10.4%。

分地区来看，境内新签合同额3426亿元，同比下降

0.5%；境外新签合同额289亿元，同比增加23.1%。

公告同时显示，地产业务方面，公司前4个月分别实

现合约销售额和合约销售面积376亿元和315万平方米，

同比分别变动-4.6%和6.4%。公司前4月新购置土地储备

485万平方米。（张玉洁）

北特科技拟定增募资8亿元“补血”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5月13日晚，北特科技公告称，拟不低

于 25.05元 /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3353万股， 募集资金的总额为不超过

83986万元。

北特科技是上市不足一周年的次新股，

其首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仅为1.87亿

元，此次拟定增规模及金额均高于首次发行，

公司定增再融资猛“补血” 。

根据公告，拟募集资金中，35824万元将

用于高精度汽车转向器和减震器零部件产业

化项目；10912万元将用于汽车转向系统和

减震系统关键零部件优化工艺扩能降耗项

目；12250万元将用于汽车用高精度减震器

零部件扩产项目；25000万元将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此次定增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总经

理、 公司实际控制人靳坤之子靳晓堂，其

中靳晓堂认购金额不低于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的10%，且不高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的20%。 据悉，截至2015年3月31日，靳晓

堂 持 有 公 司 359.7 万 股 ， 持 股 比 例 为

3.37%。

证券简称

营业总收入

（万元）

同比

（%）

净利润

（万元）

同比

（%）

每股收益

（元）

保变电气

99586.55 4.13 22398.93 447.79 0.15

银河投资

13792.64 43.04 3065.05 220.43 0.04

中国西电

277482.28 6.54 16254.10 60.99 0.03

特变电工

853484.89 9.40 54922.38 27.07 0.17

东北电气

2881.36 10.86 -265.78 23.98 0.00

长高集团

9134.87 4.40 1955.62 21.59 0.08

平高电气

65361.37 4.60 2096.57 -65.73 0.02

启源装备

4423.52 -23.15 1.00 -95.44 0.00

电科院

7039.86 -17.83 -901.61 -181.61 -0.01

大连电瓷

6994.06 -39.52 -1075.42 -402.05 -0.05

许继电气

81560.00 -36.15 1055.90 -91.97 0.01

东方铁塔

23754.93 12.76 1374.56 18.88 0.05

通达股份

17541.20 30.82 1088.35 28.70 0.08

风范股份

59855.37 31.95 6341.38 40.70 0.14

特高压相关设备公司一季报业绩情况

中信重工（601608)前身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

时期国家 156项重点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重型机械行业“七

大重机”之一，五十多年来为我国建材、矿山、冶金、电力以及

节能环保等行业的装备国产化和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4年，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的新常态下，中信重工加快战略转型，深化企业改革，积极拓

展两个市场，保持了稳定运行和适度盈利规模，战略转型成效

明显，跨界发展深度推进，在经济新常态下跑赢了大市。

由“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 转变，中国制造业的转

型升级是必然之路。作为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中信重工先行一步，以创新驱动引领发展，加速推进从制造

型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从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从本

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三大转型” 。

推动战略转型实现跨界发展

中信重工是国家“一五” 期间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

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首批确定的

50 家国际化经营企业之一，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

备制造商，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

点实验室、 院士专家顾问委员会和博士后工作站等协同创

新平台和高端智力团队。

就是这样一家被誉为“中国工业的脊梁，重大装备的

摇篮” 的大型国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了重构价值链，

启动了“新重机工程” ，形成了具有中信重工特色的“天平

型” 价值链模型。 公司完成了由工厂制到公司制、由生产型

到研发型、由内向型到外向型的“三个转变” ，形成了“核

心制造 + 成套服务” 的商业模式，并且一直坚持“云层之

上”的高端定位。

公司决策层基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与分析，

在转型中始终坚持技术先导战略， 构建了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和海外国际研发中心，持续提升工程技术研发、工艺技

术研发、产品技术研发“三位一体” 的技术研发体系，依靠

高端智力突破关键领域，成功推出低速、重载、大功率、工业

专用变频技术，强力支撑了公司的转型发展。

从云储存、云计算、云认证，到车联网、3D 打印、工业

4.0，互联网改变着世界，也催生着商业新生态。 开发变频技

术，就是中信重工应对新常态、融合新技术，推动战略转型、

实现跨界发展的重要支点。

跻身高端变频技术领域，对中信重工来说，是一次“自

我革命” 。 这种“自我革命” 就是要突破自我，改变传统的

机械思维，转型跨界发展电力电子。 但是，中信重工要做的

绝不仅是一种变频器产品，而是依托“三位一体” 的技术创

新体系，将多年来对工艺和装备的深刻理解，充分融入到变

频产品的研发实践中，移植到核心装备上，致力于为用户提

供专家型设备和整套解决方案，创造更大的价值。

依托变频技术，中信重工正集合系统创新的综合优势，

借助变频实现主机与智能控制的软硬件结合， 从产品智能

化走向系统自动化， 不断推动中国制造业向自动化、 信息

化、智能化转型，引领机械工业未来发展。多年来以极大、极

重、集成为特征的中信重工，现在已经成为“核心制造 + 成

套服务” 的研发型企业。 公司此次与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创

新融合，将拥有“核心制造 + 变频技术 + 智能化控制” 三

张王牌，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已是必然。

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政策提供强大支持

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重

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化， 改变国内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

状，国家推出“中国制造 2025” ，国家确立了十大重点工

程、九大产业重点 项目、提升四大配套产品制造水平的规

划；并先后出台了钢铁、有色金属、石化 等行业的产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 分别从产能和产业结构上对重型机械行业的

下游行业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 对重型机械制造业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同时促进了重型机械产品向高端化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经济工作的

主旋律。在经济转型中，矿山、建材、冶金、电力、节能环保等

行业每年将有大量综合成套的大型机械装备投入使用。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国家确定的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

一，其中“自动化成套生产线和智能控制系统”是装备制造

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深入研究煤炭等工艺技术，加强系

统集成技术开发，实现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的自主开发和产业

化；重点发展大型煤化工装置关键设备、大型煤炭井下综合

采掘成套设备、大型露天 矿自动化成套设备，以及新能源、

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专用控制系统。 目

前，国家正在大力培育、发展壮大一批有优势的电液智能控

制系统生产企业，为各行业大型主机提供配套。

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认为， 新的工业浪潮最大的启

示就是，谁占领了前沿位置，谁就拥有了未来。 无论是德国

工业 4.0 或者是“中国制造 2025” ，都是大力推进工业自

动化和智能化。

公司基于这种对市场发展趋势的认识, 从 2012 年强

力进入电力电子行业, 专心专注低速重载大功率变频传动

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开发自动化和智能化,形成了独特

的产业优势,优势表现为“核心制造 + 变频传动 + 智能化

控制” 。 任沁新认为,如此,将使中国的重型装备不仅拥有

了中国“心” ,还拥有中国的“大脑” 。

无疑，国家对装备制造业振兴政策的实施，带给公司广

阔的市场发展机遇。

“中国制造

2025

”时代来临竞争优势更加突出

当前，国家鼓励发展水电、核电、有色金属及铁矿开采、环

保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将主要形成对大型铸锻件、矿山开

采、余热发电等设备的需求。

节能、环保 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大该等

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 由于重机行业产品涉及下游行业较

多，因此要求企业拓展节能、环保技术应用渠道，将其运用

到各个领域的设备制造之中。

未来重型机械行业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加强基础研

发，寻找钢铁替代品和降低钢材单耗水平；发展现代制造服

务业。面对成本上升的压力，通过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赢得

更多的订单，形成良性循环；依靠节能减排来降低成本，消

化部分涨价因素。 我国机械工业单位产值的能耗为工业发

达国家的 4 倍，节能降耗的空间仍然很大。

在行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收入规

模较大且客户资源广泛而稳定的公司才能在竞争中存活下

来并最终胜出。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市场上同时具备拥有

“核心制造 +变频技术 + 智能化控制” 三张王牌的生产企

业数量并不多。

中信重工作为国内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国

内最大的矿山机械制造企业和水泥设备制造企业，为建材、

矿山、冶金、电力以及节能环保等行业的大型设备、大型成

套技术装备及大型铸锻件的开发、研制及销售，并提供相关

配套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先后与世界三大矿业巨头、 智利

铜业、 瑞典立矿集团、 伯瑞克黄金等知名企业结成合作伙

伴。 国内十三大煤炭基地、十二大水泥集团、十大钢铁集团

和八大有色集团等均成为公司长期客户。

中信重工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正以“核心制造 +变频技术 +智能化控制”这一

全新商业模式加强国内外成套市场开拓力度。作为成套装备

和整套工业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和服务商，中信重工以互联网

的跨界思维，逐步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制造业服

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

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主要增值点。

中信重工凭借诸多优势，向客户提供包括工程设计、核

心制造、 工程总承包、 项目融资服务于一体的完整解决方

案，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水泥装备供应商和工程总承

包服务商。

无疑，中信重工的“传奇” 式发展有望继续演绎。

(CIS)

中信重工 “传奇”式发展有望继续演绎

中信重工企业形象宣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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