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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中期业绩料优于预期

□

本报记者 汪珺

“低油价时期， 国际大型石油公司所受的冲击

比中石油要大。通过走低成本的发展道路，中石油上

半年经营业绩好于预期。” 在6月23日召开的中国石

油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中国石油总裁汪东进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这样表达了对公司业绩的信心。

汪东进透露，低油价时期，中石油亦在关注海外

并购合作机会，并以常规油气资源为主。 对于中小公

司，一直在跟踪，等待收购机会；对于大公司，主要策略

是通过资产和股权互换，实现海外资产的优化配置。

中期业绩优于预期

受低油价影响， 今年一季度中国石油业绩同比

大幅下滑，营业收入4103.36亿元，同比降低2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61.5亿元，同比降低82％；

基本每股收益0.03元。

汪东进介绍，中石油在去年下半年预计的2015

年计算油价为70美元/桶，而今年国际油价远远低于

这个数值。调整后，1-5月公司预计的计算油价在51

美元/桶。

不过，在如此低油价的背景下，中石油通过开源

节流、降本增效等手段，强化低成本发展的优势，仍

然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

据汪东进透露，目前，中石油的油气综合开发成

本已由2015年的50美元/桶以上降低至50美元/桶

以下，比较有竞争力。 上游仍然是公司的盈利主体。

今年上半年，中石油税前利润将好于预期，且环比实

现增长。

海外油气合作“大小通吃”

低油价时期，在保持盈利能力的同时，中石油也

在寻求海外油气合作的机会。

汪东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目前公司关注的

还是以常规油气为主。对于中小油气公司，中石油一

直在跟踪。 “一旦对方现金流出现问题、难以为继，

就会出现收购机会，此时去收购，代价也比较小。 ”

他称。

对于大型石油公司， 由于这些公司和中国石

油自身均有资产重组的需要， 因此主要策略是形

成大型石油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 进行资产和股

权的互换。

“低油价时期， 我的资产转让给他， 我是吃亏

的，他的资产转让给我，他也是吃亏的。 为了实现大

家都不吃亏，通过资产、股权的互换，来实现海外油

气资产的优化配置。 ” 汪东进举例称。

中石油1993年开始实施“走出去” 战略，2011

年建成“海外大庆” 。 目前，中石油已经建成中亚—

俄罗斯、非洲、中东、美洲、亚太五大海外油气合作

区，以及亚洲、欧洲和美洲三大油气运营中心。

根据中石油集团公司日前发布的2014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截至2014年底，公司在全球30多个国

家运营90多个油气合作项目， 比如，2014年与俄罗

斯先后签署东线38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购销协议、

西线3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框架协议及万科油田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等。

环保产业并购重组热捧平台型企业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近期，高能环境、万邦达、兴源环境等多家环保

类上市公司公告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基金规模均在

10亿元以上。 在大气、水、土三大行动计划带来的数

万亿“蛋糕” 刺激下，环保企业纷纷开启“争抢” 模

式， 并购重组已经成为环保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据

Wind数据统计， 今年以来已有61家公司披露涉及

环保领域的并购重组事件， 并购交易总价值超562

亿元。 其中，平台型企业获环保企业追捧，国企改革

则成为环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加速器。

争相设立并购基金

6月18日，高能环境公告，公司拟与上海磐霖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磐霖高能环保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总规模拟为10亿

元。该基金专注于环保产业投资，主要投资领域为危

废处理、垃圾发电、高浓度工业污水处理和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固废管理系统等。

其实，6月份高能环境已经两次出手设立并购

基金。 6月2日，公司曾公告，与上海智连晟益投资发

起设立1亿元的高能晟益基金。

像高能环境一样，随着环保“万亿盛宴” 开启，

环保企业“PE+上市公司” 模式风起。 据不完全统

计，今年以来已经有兴源环境、万邦达、先河环保等

9家公司宣布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金，其中5家基金

规模超10亿元。

兴源环境拟设立的并购基金规模高达30亿元。

5月22日，兴源环境发布公告称，鉴于公司正从单一

的过滤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向综合环境服务提

供商转型， 拟与人民网下属三级子公司新兴产投共

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基金规模预计30亿元，

投资方向为环境治理服务及环保产品生产等。

中金公司分析师认为， 产业并购基金将为环保

公司外延扩张插上翅膀。 环保公司纷纷设立并购基

金，顺应了环保产业并购大趋势，有助于提升资本杠

杆及实现项目孵化。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一方面作为

基金出资方，可获取基金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通

过接受产业基金培育项目的注入，可实现外延扩张。

对于私募机构而言，将发挥资源、专业经验，与上市

公司成为合作伙伴意味着一级市场收购的项目有明

确的收购方，可减小项目退出风险。

平台型企业受追捧

并购整合是环保产业发展大逻辑之一。 海外环

保行业巨头们几乎都是通过并购的方式转型为大平

台综合环保服务商来实现持续性发展。相比之下，目

前国内的节能环保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市场分散。以

环保领域上市公司为例， 据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统

计，2014年，在主要的环保上市公司中，一半以上企

业的市值低于50亿元， 仅有3家企业盈利超过10亿

元，与国际环保巨头规模相去甚远。

目前节能环保上市公司并购的方向主要有三

个：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平台化，另外存在一

些混业并购的现象。分析认为，相较于往年环保公司

并购热衷于横向一体化的“跑马圈地” ，今年环保上

市公司并购的一大特点是通过并购打造平台型环境

集团。

E20环境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 中国

的环境产业即将由单元服务时代走向综合化效果服

务时代。环境产业的发展需要真正让政府信任、能面

向治理效果、 提供跨区域综合化服务的环境产业一

级开发商。未来，综合布局的平台型企业在环保新格

局中可能占据更大优势。 而这也成为众多环保上市

公司今年频繁并购的原动力。

今年4月，“清华系” 70亿元入主桑德环境，创

造了国内环境产业迄今金额最大的一宗并购。 此次

股权转让可视为桑德集团向平台型公司推进的战略

部署。作为平台型公司，桑德环境在水务、固废、环卫

设备销售和收运行业建树颇丰。 清华控股入主成为

第一大股东， 有利于为桑德这个环保平台嫁接上强

大的产业基础和互联网基础， 强强联手开拓环境市

场，打造更大的环境平台。

万邦达、首创股份、渤海股份、维尔利等多家公

司也将打造综合性环保服务商作为公司的发展目

标。 万邦达提出，公司致力通过5年时间发展为全方

位服务、全寿命周期服务、多工业领域覆盖及多元化

发展的“两全两多” 的综合性环保服务商。渤海股份

今年4月并购嘉诚环保55%股权，就是公司推进平台

化战略的第一步，未来公司将打造平台型企业，实施

集供水、污水处理、环境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应用于

一体的“立体化、智能化”综合环保服务模式。

国企改革成加速器

国企改革是2015年资本市场的最大主题，也成

为推动今年环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加速器。

今年2月，启源装备以9.36亿元收购中节能旗下六合

天融100%股权，转型环保行业，明确公司作为中节

能的环保平台定位。国泰君安分析师认为，启源装备

有望纳入中节能集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首批试

点单位之一，有望持续受益于国企改革政策红利。中

节能集团与财政实力雄厚地方政府签订的PPP项

目、土壤修复及智慧环保等其他优质资产，不排除逐

步注入启源装备的可能；而且，启源装备目前市值仅

不到130亿元，“小而美” 标的有望在国企改革大潮

中成为巨人。

中原环保、江南水务、重庆水务等环保类国企，

作为地方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平台， 在国企改革中

的战略地位和后续发展空间或将重新解读。 地方环

保国企业务以当地水务/供水等资产为主，业务规模

偏小，后续发展依赖并购。预期环保类国企将通过整

合区域同类型资产、推动国企改革、跨区域业务开拓

/并购，即“整合-改革-走出去” 的模式，转型跨区

域的环保龙头。

中投证券分析师建议， 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下

半年环保行业并购重组投资机会： 一是行业内环保

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扩大业务规模， 进而带来市值的

膨胀。目前环保上市公司利润水平整体偏低，并购带

来的市值膨胀效应较大。建议关注现金流充裕、已经

引入战略合作伙伴或独立成立并购基金的上市公

司，如先河环保、南方汇通、格林美等。

二是行业外公司通过并购环保公司进军环保

领域，带来价值的重估。 建议关注园林、电力设备领

域具有转型预期的公司或者具有小规模环保业务

的上市公司，如东方园林、美晨科技、宝馨科技、龙

源技术等。

■ “新三板” 动态

万年青拟出资成立并购基金主攻新三板

□

本报记者 傅嘉

万年青6月23日晚公告称，董事会

同意公司出资9800万元与宁波鼎锋明

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

作， 共同成立宁波鼎锋明道万年青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

名为准），并签署有限合伙协议。

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

币1亿元，其中，公司出资9800万元，占

比98%； 鼎锋明道投资出资200万元，

占比2%。 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自合伙

企业设立时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至

2022年12月31日。

公告显示，该基金重点投资已挂

牌新三板公司的定向增发、 并购机

会、期权、优先股、可转债以及拟在

新三板挂牌的未上市公司；可部分参

与PRE-IPO类项目， 也可投资于上

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鼎锋

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间接投资于上述

项目。

万年青表示，通过股权投资、债权

投资及其他多种投资工具， 实现资本

增值，为公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实

现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海螺水泥成巢东股份第一大股东

□

本报记者 汪珺

巢东股份6月23日晚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昌兴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当日分

别与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和自然人张敬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巢东

股份股票437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6%。 转让后，昌兴矿业将不再持有

巢东股份的股票。公司目前第二大股东

海螺水泥将因此“晋级” 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 公司股票将于6月24日复牌。

根据公告， 昌兴矿业原持有的

4370万股股票中，2662万股将转让给

华泰证券资管，1708万股转让给自然人

张敬红。 转让后，华泰证券资管持股比

例为11%，张敬红的持股比例为7.06%。

不过，公告并未披露股份转让价格。

海螺水泥原来持有巢东股份的股

份比例为16.28%，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此次股份变动后，海螺水泥成为巢东股

份的第一大股东。安徽新力投资有限公

司紧随其后，持股15%。 华泰证券资管

和张敬红分别以11%和7.06%的持股

比例，位居巢东股份第三、第四大股东。

受让方承诺，将其所受让的标的股

份锁定1年，即自股份过户之日起1年内

不上市交易，并保证在相关监管部门规

定不得转让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的期

限内不转让其所受让的标的股份。

京沪港三零售巨头联袂

王府井百联股份成立合资公司

□

本报记者 汪珺

王府井 （600859）、 百联股份

（600827）6月23日晚同时公告称，两

公司与港股全资附属公司利丰贸易

（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将成立合资公

司，充分发挥三方优势，着重推进供应

链的完善、产业链的建设、海外业务的

探索、文化产业的打造，以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

根据公告， 合资公司暂定名为上

海百府利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

民币4800万元。 其中， 王府井出资

1920万元， 持股40%， 百联股份出资

1920万元， 持股40%， 利丰公司出资

960万元，持股20%。

合资公司将主要承担四大功能：

一是进行市场调研及需求整合， 主导

品牌商品企划等； 二是协助提供趋势

与设计方向并逐步过渡到具有部分自

主设计开发能力； 三是进行品牌形象

策划及店铺陈列策划， 协助推动品牌

营销与推广， 并进行日常陈列指导和

终端产品培训； 四是进行渠道规划及

各类渠道需求协调，在百联、王府井现

有渠道的基础之上， 开发更多的系统

外渠道客户，包括线上系统。

与王府井、 百联股份联手的利丰

贸易（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利丰有

限公司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 利丰有

限公司（HK.494）是一家于香港联交

所上市的跨国集团公司， 创建于1906

年， 是香港具有悠久历史的出口贸易

商号， 被公认为世界领先的消费品设

计、开发、采购及物流跨国集团，专门

为全球知名的零售商及品牌管理数量

庞大及商品附有特定时限的环球供应

链服务，据点遍布全球美洲、欧洲、非

洲及亚洲等逾四十个国家。

东山精密

中标华为天线项目

□

本报记者 刘杨

东山精密6月23日晚公告，

公司确认成为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的2015年度天线外包框架招

标项目的中标供应商。 依据招

标编码清单的确认统计， 本次

中标业务总额约为5.64亿元。

公告显示， 本次中标系公

司日常性经营行为， 该项目的

执行对公司2015年中期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且该业务

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

成不利影响。

永太科技上调中期净利润

□

本报记者 刘杨

永太科技6月23日晚发布业绩修

正公告， 公司将2015年1月-6月净利

润增幅 上 调 为 同 比 增 长 250% 至

280% ， 修 正 后 的 净 利 润 区 间 为

10895.36万元至11829.25万元。 而上

年同期为3112.96万元。

公司表示， 本次业绩修正原因是

由于公司今年1月-6月销售收入持续

增长， 以及索非布韦关键中间体项目

完成情况较好， 因此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较快。 此外，公司

参股的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半

年度业绩较好， 因此归属于公司的投

资收益有所增加。

永太科技在一季度报告中曾预

计，2015年1月至6月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变 动 区 间 为

7782.40万元至8716.29万元，同比变动

幅度为150%至180%。

合成药业新药

获批临床试验

□

本报记者 傅嘉

合成药业（832077）6

月23日公告称，公司申报的

化学药1.1类新药 “磷酸左

奥硝唑酯二钠及注射用磷

酸左奥硝唑酯二钠” ， 获得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

件 (原料药审批意见号 ：

2015L01090； 制剂临床批

件号：2015L01091)，批准本

品进行临床试验。

资料显示，奥硝唑是目

前常用的抗厌氧菌药物，作

为继甲硝唑和替硝唑后的

第三代抗厌氧菌感染药物，

其疗效肯定， 副作用小，已

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的效果，

被广泛认同。

公司表示，磷酸左奥硝

唑酯二钠是对左奥硝唑进

行化学结构修饰形成的新

的化合物（磷酸左奥硝唑磷

酸酯二钠化合物专利授权

号 ：ZL200610166893.2、ZL

200710188487.0）， 药代动

力学研究表明磷酸左奥硝唑

酯二钠在体内可以迅速分解

为左奥硝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