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

2015

一季营收

（万元)

同比

（%）

2015

一季净利润

（万元）

同比

（%）

截至7月1日

今年股价涨幅

（%）

PE

（TTM）

业绩预告摘要

银之杰

9264.67 305.08 503.44 244.21 254.78 1085.23

净利润可能较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

久其软件

4929.10 44.43 -1422.46 -12.61 78.45 127.45

净利润约

100

万元

~1000

万元

科大讯飞

40610.64 55.04 6658.66 30.83 97.59 107.43

净利润约

11679.43

万元

~17519.15

万元

,

增长

0.00%~50.00%

远光软件

20829.57 7.03 3833.60 48.15 44.49 65.36

净利润约

11763

万元

~15292

万元

,

增长

0.00%~30.00%

二三四五

32354.39 207.51 6306.86 431.13 119.01 192.25

净利润约

12380.02

万元

~13669.6

万元

,

增长

380%~430%

博彦科技

41362.04 27.36 7585.58 212.41 165.84 63.30

净利润约

12835.1

万元

~15035.41

万元

,

增长

75.00%~105.00%

联络互动

12268.96 208.92 5975.79 -1488.32 239.42 153.09

净利润约

13000

万元

~14000

万元

,

增长

128.61%~146.20%

启明信息

19293.30 22.89 101.87 31.59 73.03 915.21

净利润约

130

万元

~190

万元

,

增长

1.08%~47.73%

海康威视

428794.68 65.26 104464.19 52.14 93.66 34.65

净利润约

205146.19

万元

~235538.22

万元

,

增长

35%~55%

汉邦高科

6369.18 4.25 -461.07 -61.11 250.92 99.19

净利润约

2108

万元

~2424

万元

,

增长

0%~15%

神思电子

8984.16 128.90 1327.58 495.80 213.86 74.76

净利润约

2289.28

万元

~2689.28

万元

华铭智能

4443.39 378.97 153.41 69.11

净利润约

2340

万元

~2860

万元

辉煌科技

7217.09 36.02 400.28 -7.40 23.87 80.61

净利润约

2366.37

万元

~3076.28

万元

,

增长

0.00%~30.00%

捷顺科技

7281.66 15.67 215.59 -200.41 113.05 104.09

净利润约

2571

万元

~3343

万元

,

增长

0.00%~30.00%

中海科技

12905.62 -11.54 1651.71 6.55 50.82 128.01

净利润约

3026.89

万元

~3632.27

万元

,

增长

0.00%~20.00%

索菱股份

18102.28 1.42 1519.99 7.38 232.10 100.51

净利润约

3231.59

万元

~3554.75

万元

,

增长

0%~10%

广电运通

69746.87 27.35 17038.65 8.57 44.38 34.50

净利润约

32505.57

万元

~42257.25

万元

,

增长

0.00%~30.00%

七喜控股

9996.60 22.62 105.58

扭亏

87.40 423.10

净利润约

350

万元

~500

万元

,

增长

401.07%~615.82%

东华软件

95241.12 7.60 16663.37 10.40 47.44 38.10

净利润约

35357.1

万元

~45964.23

万元

,

增长

0.00%~30.00%

达实智能

27485.93 41.56 1744.85 41.26 38.13 92.76

净利润约

4147.43

万元

~4785.50

万元

,

增长

30.00%~50.00%

荣之联

24608.44 -14.12 656.35 -48.11 84.06 128.68

净利润约

4906.37

万元

~6378.28

万元

,

增长

0.00%~30.00%

四维图新

28957.98 43.85 3051.50 4.09 102.04 229.68

净利润约

5,865.83

万元

~7625.58

万元

,

增长

0%~30%

中科金财

18230.50 -20.09 1904.00 361.33 248.97 283.45

净利润约

6214.78

万元

~7694.49

万元

,

增长

110.00%~160.00%

浩云科技

7064.73 45.12 -1220.85 -14.74 282.28 117.54

净利润约

740.36

万元

~810.87

万元

,

增长

5%~15%

千方科技

32963.79 531.84 4576.63 -692.63 50.37 67.80

净利润约

9505.97

万元

~12098.51

万元

,

增长

10.00%~40.00%

创业软件

6938.40 3.02 222.37 110.25 821.25 259.49

净利润增长

0%~15%

高伟达

13453.90 56.97 375.77 -188.68 486.06 171.00

净利润增长

0%~20%

康拓红外

2262.22 792.09 345.91 113.89

净利润增长

10%~25%

旋极信息

8711.63 57.04 172.40 25.45 -2.71 173.33

实现扭亏为盈

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中期业绩预喜情况

中国交建获准发优先股

中国交建7月1日晚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批复》，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45亿股优

先股。

本次优先股发行，自中国证

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

完成。 （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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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动态

黑龙江向6家民企发放宽带接入试点牌照

苏宁云商、网宿科技、亿阳信通等入围

□

本报记者 李巍

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日前宣布，批准

第一批6家民营企业宽带接入网试点申

请。 这6家企业分别是苏宁云商、 网宿科

技、华通誉球通信、黑龙江省新世联、亿阳

信通和黑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国家工信部关于

开展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城市之一。

根据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的批复文件，苏

宁云商将在运营架构搭建完毕的基础上，

结合自有的基础设施资源，逐步拓展市场；

同时将以门店为中心，依托现有网络资源，

逐步向周边社区和楼宇渗透； 以宽带网速

提升为业务着手点， 将宽带接入能力提升

到每户20M以上，并根据用户实装率的提

升，逐步对宽带接入网络进行扩容。据苏宁

哈尔滨大区总经理余磊透露，试点期间，预

计将投资接入网约1300万元，宽带接入端

口达到5.9万个。

就在一周前，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正式

发文，同意苏宁云商等在南京市范围内开

展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 苏宁通讯公司总

经理顾伟介绍，近几年来，苏宁不断地在技

术、人才、资源上进行储备，目前信息通信

及管理相关专业初级以上人员达4700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达到54.62%。 借

助苏宁易购平台，集团在O2O、开放平台

等应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物流、客服体验

越来越好，商品与运营、终端与后台的融合

越来越顺畅。 苏宁基于云计算的企业IT运

营架构， 将以独有的苏宁生态圈数据资源

和分析处理能力为核心优势， 与合作伙伴

紧密协同，合作共建开放的零售生态系统。

苏宁的整体服务能力支撑将会为通讯公司

承接宽带接入业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星立方拟设在线教育子公司

星立方 （430375）7月1

日晚公告， 公司拟出资2000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

星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星在线教育的经营范

围包括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

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

互联网在线教育服务等。

星立方表示，此次对外投

资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对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大型网

络生态在线教育平台进行布

局，落实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技术学院签署的 《关于共同

培育 “北京师范大学星立方

教育科技创新基地” 暨共同

建设“大型在线教育平台” 战

略合作协议》，更好地拓展公

司在线教育业务，有利于公司

未来的发展。

公司称， 此次对外投资的

全资子公司在未来一年内处于

盈利模式培育期， 预计在该时

期内有可能会因为短期经营成

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 培育期

过后， 该全资子公司建立的大

型生态在线教育平台将进入盈

利增长期， 会提升公司整体市

场占有率， 为公司的营收和利

润带来大幅增长，对公司的发展

具有深远意义。（欧阳春香）

嘉宝集团拟定增20亿元投地产

将引进光大控股作为战投

7月1日晚， 嘉宝集团发布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

拟以11.02元/股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81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9.9亿元，拟用于昆山花桥梦之

悦项目、昆山花桥梦之晨花园项

目和上海嘉定梦之缘项目。公司

股票将于7月2日复牌。

公告显示，此次定增发行对

象中，公司控股股东嘉定建业投

资开发公司拟以1.2亿元参与认

购，公司股东上海南翔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拟以2519万元参与认

购。此外，光控安宇、上海安霞分

别以6.7亿元和3.8亿元参与认

购。据悉，光控安宇、上海安霞均

系光大控股下属的投资主体，公

司计划引进光大控股作为战略

投资者。

嘉宝集团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将为公司开发建设房地产项

目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有助于

提高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自身资

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

风险，为未来新的业务发展储备

融资能力。（徐金忠）

美邦服饰拟定增90亿元转型互联网

7月1日晚， 美邦服饰发布

定增募资预案。公司拟以不低于

8.28元/股价格向不超过10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0.87亿

股，拟募资90亿元，将用于“智

造” 产业供应链平台构建、O2O

全渠道平台构建、互联网大数据

云平台中心项目。公司股票将于

7月2日复牌。

本次定增拟募集的90亿元

中，25亿元将用于“智造”产业供

应链平台构建，60亿元用于O2O

全渠道平台构建，5亿元用于建设

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中心。

其中，“智造” 产业供应链

平台将提供从前期的设计、定

版、面辅料准备、打版、出样、大

货生产、 质量管理到后期物流、

库存管理、供应链融资等解决方

案，同时依托于“智能制造” 对

生产工厂进行工业4.0的创新升

级，解决服装行业个性化、少量

多批次订单与工厂大规模生产

之间的矛盾，推动服装工业柔性

供应链体系的建立。

投入最大的O2O全渠道平台

项目，将覆盖全球品牌及商品资源

整合、 全渠道融合物流支持系

统，邦购平台和外部电商平台业

务转型、自有品牌传统渠道资源转

型、“有范”平台等多个子项目。

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中心，

则是“智造” 产业供应链平台与

O2O全渠道平台运作的基础设

施， 通过对线上用户和消费者行

为数据、 位置数据等大量信息进

行深度挖掘和分析， 以准确获取

用户的消费偏好、 购买意向等信

息，一方面提供更好的个性化线上

线下服务，另一方面为未来新产品

的开发和设计提供数据基础。

公司认为，随着国家“互联

网+” 战略的提出，信息技术的

移动化、 融合化、 平台化等趋

势，将加速“互联网+” 的理念

在各行各业的渗透， 扩大产业

创新空间、加速创新步伐，成为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

成长的新动力， 给服装产业的

发展更是带来了战略性的机

遇。本次募投项目将加速公司互

联网转型。（黄淑慧）

际华集团拟定增80亿元转型“互联网+”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际华集团7月1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

不低于11.06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7.2亿股，募资不超过80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际华

集团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目、重庆际华园

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二阶段等际华园6

个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7月

2日复牌。

投入终端市场网络建设

募集资金中，19亿元拟用于际华集团

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目，41亿元拟投入重

庆际华园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二阶段、际

华园长春目的地中心一期项目二阶段、际

华园扬中、西安、咸宁、清远等6个项目，20

亿元拟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际华集团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

目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研究总院实体化建

设项目、 终端销售渠道建设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 际华研究总院实体化建设由中

国、美国、欧洲三个研发设计中心组成，共

享研发设计成果并通过际华集团相关产业

链转化为产品。

际华集团称，终端销售渠道建设项目，

线上将搭建大型集成型电商平台， 面向所

有际华集团客户提供信息和服务。 该平台

主要由 “JH1912” 、“际华企业客户” 和

“际华园”三个模块组成。线下将通过购置

以及租赁商业中心铺面的形式共开设500

家“JH1912” 实体店铺，其中，购置100

家，租赁400家。

际华园项目拟在中国创建具有时尚、

休闲、健康、环保特征的现代生活服务体验

中心及网络。该项目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购物中心、室内运动中心、酒店和特色餐饮

服务以及相关配套的休闲服务设施。

另外，公司拟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满足

公司转型发展及规模不断扩张对营运资金

的需求，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为公司健

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构建“O2O空间”平台

际华集团是国内职业装、职业鞋靴、纺

织印染及防护装具类龙头企业。 实业+互

联网是纺织服装行业转型大趋势， 国内纺

织服装上市公司如报喜鸟、 海澜之家等目

前均纷纷转型互联网。

按照际华集团“强二进三” 整体发展

战略， 公司着力推进由制造业向制造服务

业转型，由生产经营向品牌运营转型，由第

二产业向第二、 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

布局转型。

际华集团拟深化开展“终端市场网络

建设” 项目，采用“互联网+” 的模式，实现

际华集团产品和服务的整体上线， 与线下

销售终端拓展相结合，构建“O2O空间”

平台，全方位提升消费者体验，满足消费者

需求。

公司自2013年推出“JH1912” 品牌，

开拓终端零售环节。“JH1912” 品牌采用

“互联网+” 模式搭建销售模型，线上搭建

网上展示购买平台， 线下在中国购置和租

赁店铺开设直营店、 在美国和欧洲租赁店

铺开设直营店自主经营， 通过深入研究店

铺选址、建立不同地区的单店模型，快速延

伸线下展示及销售渠道。

际华集团表示，在终端市场建设方面，

此次发行将有利于公司建立自主品牌营销

渠道，强化“强二” 战略的落实，提高竞争

能力；在际华园项目建设方面，此次发行将

加快落实“进三” 战略，有利于加快推动际

华园项目为代表的全国综合性商业服务业

战略布局的进程， 将会为全体股东带来更

好的投资回报。

迅游科技推五折股权激励

登陆创业板才一个多月的

迅游科技7月1日晚发布股权激

励计划，公司拟向包括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章建伟，董事、总裁袁

旭，董事陈俊，财务总监杨娟以

及40名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团

队成员， 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计

195万股，授予价格为121.80元，

费用7026.94万元。

公告显示，195万股， 涉及

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

普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

公司股本总额 4000 万 股 的

4.88%。 授予价格依据公告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43.59元的50%确定， 为每股

121.80元。章建伟、袁旭、陈俊作

为激励对象的资格，还需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内为锁

定期，解锁条件为，以2014年公

司业绩为基数，2015年、2016年、

2017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30%、45%。 公司2014年的

净利润为5690.94万元。（王荣）

计算机行业中期业绩预告六成报喜

□

本报记者 王荣

“互联网+” 战略、“互联网+” 行动

计划的实施，令计算机行业公司站上资本

市场的风口。尽管近期行业内个股随大盘

调整股价出现大幅下挫，但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通过Wind系统对一季度业绩报告进

行梳理， 在145家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中，有56家公司对中期业绩进行了预估，

其中有31家公司预计今年中期业绩将持

续增长，另有1家扭亏为盈。

近六成预喜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系统梳理

一季度业绩报告发现，145家计算机行业

上市公司中，56家公司对中期业绩进行

了预估，业绩预喜公司占比近6成。 其中

预告中期业绩增长60%以上的公司有七

喜控股、二三四位、联络互动、科大讯飞、

千方科技、银之杰等。 这意味着计算机行

业将延续一季度的良好表现。

一季度，计算机板块业绩增速同比明

显提高。 除去今年上市的信息发展、华铭

智能、四方精创、金桥信息、康拓红外5家

公司，剩余140家公司今年一季度实现净

利润累计达 315689万元， 同比增长

39.97%。

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在计算机行业

中，软件子行业的发展速度最快，计算机

制造子行业增速相对较慢。 数据显示，

2015年1-4月，计算机制造业主营业务收

入累计达到7058�亿元，同比增长3.76%；

软件行业收入累计达到12146亿元，同比

增长16.70%。 分具体业务来看，软件产品

收入同比增长15.4%，其中信息安全产品

增长17.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7.4%，占全行业比重51.1%，其中运营相

关服务（包括在线软件运营服务、平台运

营服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在内的信息

技术服务）收入增长18.9%；电子商务平

台服务（包括在线交易平台服务、在线交

易支持服务在内的信息技术支持服务）

收入增长22.3%。

积极寻求转型

7月1日晚， 二三四五对半年度业绩

预告进行了修正。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的

净利润由此前的“盈利1.24亿元至1.37亿

元” ，向上修正为“盈利1.81亿元至1.88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00%至630%。

二三四五是目前计算机行业中对中

期业绩最乐观的公司。 公司表示，业绩修

正原因为公司完成了发行股份收购上海

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之

重大资产重组， 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上半年，二三四五网络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 2014年年初，海隆软件通过定

向增发收购二三四五。 今年年初，海隆软

件更名为二三四五。

七喜控股预估中期业绩同样可喜。公

司预计，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约为350万

元—500万元，增长401.07%—615.82%。

今年一季度七喜控股实现净利润105.58

万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212.82万元。

七喜控股业绩向好同样来自转型之

力。公司传统业务是电脑、手机等生产，今

年其已经转让了手机业务。公司董秘颜新

介绍，公司在摆脱发展前景不佳的传统业

务之后，经营压力显著减小，公司资产质

量优良，为公司转型创造了良好的物资条

件。目前公司正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停

牌。 而2013年、2014年，公司曾多次公告

涉足LED、手游及智能穿戴等领域。

进入内部分化

招商证券分析师指出，计算机行业处

于技术（带来商业模式创新基础）、应用、

并购三大新周期的叠加中，作为互联网+

新经济的代表会始终处于风口浪尖。

因财务数据相对滞后，计算机行业此

前的上涨主要体现为估值提升。伴随着近

期大盘调整，在估值风险积聚、前期获利

盘众多等因素作用下，计算机行业公司股

价大幅下挫。 以7月1日收盘后股价统计，

计算机板块中有132家公司的动态市盈

率超过50倍， 其中97家公司动态市盈率

超过100倍数。 招商证券分析师认为，接

下来，计算机行业个股走势将进入内部分

化阶段，逐渐回归到与利润表的关联性上

来，业务数据的可验证性将成为推动股价

的主要动力。

整体来看，目前计算机行业业绩表现

要好于A股总体水平。 当然，未来各公司

业绩发展空间还是要看自身在技术、应

用、并购方面的作为。广发证券分析指出，

计算机行业内拥有技术、数据或入口资源

壁垒的细分领域龙头更具优势。 在技术、

资源和商业模式几种要素中，技术是最难

以从其他两种方式转换来的，以技术为基

础的公司应能走得更远。

内蒙君正拟定增募集70亿加码主业

内蒙君正7月1日晚发布定

增预案， 公司拟以不低于28.08

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49亿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0亿

元，50亿元将用于鄂尔多斯君

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20亿

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公司股

票将于7月2日复牌。

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

业链项目计划投资550,024.83

万元，项目建设期2年。 通过项

目建设， 公司将新建成包括发

电机组 （330MW）、 变电站

（220KV）、电石炉（45万吨）、

聚氯乙烯生产线 （聚氯乙烯产

能30万吨/年， 烧碱产能24万

吨/年） 等在内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

公司表示，此次定增项目建

成后， 预计年均新增销售收入

177,935.95万元，达产正常年份

年均净利润达45,381.32万元，

投资回收期为8.93年 （含建设

期2年），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达10.75%。 预计随着此

次定增项目落地，公司建设“煤

-电-氯碱化工” 一体化的循环

经济体系的主业有望加强，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增

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张玉洁）

TCL集团拟7.9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

本报记者 王荣

TCL集团 （000100）7月1日晚公布

关于首期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预案，公司拟以上限10.05元/股，资金上

限为7.95亿元，回购公司发行股份。 若全

额回购，预计可回购不少于791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约0.65%。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起不超过6个月。 回购股份的价格

上限， 为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预案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6.70

元的150%，即10.05元。回购公司股份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称，经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与发展战略，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特制定以下股份回购计划的长效机制：首

期股份回购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首

期股份回购方案起不超过6个月； 第二期

不晚于2017年6月30日推出， 回购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二期股份回购方案

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首期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的上限为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的

25%， 即首期回购股份资金上限为7.95亿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满足第二期

股份回购价格的条件下， 公司第二期回购

股份资金总额的上限为公司2015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5%。

公司称，TCL集团自上市以来， 不断推

动产品品质改善、 资产与运营效率提升、结

构优化与产品升级， 实现了较好较快的发

展。 近年来，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资本投入，使

华星光电的技术水平和盈利水平达到了业

内领先。 2014年，公司启动了以“双+”战略

转型，推动公司建立“产品+服务”的新盈利

模式，公司未来的规模与业绩增长具有较高

的确定性。 对公司的股份进行回购，有利于

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利

益，提高股东回报，构建长期稳定的投资者

群体，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

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提升每股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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