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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司中报业绩预期良好

风电行业迎来持续景气

□本报记者 刘杨

近期，A股风力发电板块展示出了

高景气度。 截至7月1日，A股风力发电

概念板块23家公司 （以设备制造商为

主）中，有9家已预告或发布中报业绩

情况，除1家净利润变动幅度为负，其余

8家净利润增幅在24%至350%之间。 其

中，中材科技和九鼎新材净利润最大增

幅均达350%； 金风科技净利润预增最

高幅度也达250%。

与风电设备制造业回暖一致的是，

下游风电场开发商的业绩也逐渐提升，

完全改变了去年上下游冷热不均的情

况。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风电行业在

2015年将迎来装机高峰，上游龙头企业

有望扩张市场份额，而下游运营商也将

持续受益。

增值税继续优惠

根据财政部文件，为鼓励利用风力

发电，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自2015

年7月1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

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

即退50%的政策。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秦海

岩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项政策实

际并非新政，2001年相关主管部门在对

资源综合利用目录的增值税征收政策

进行规范时，就提到了风电也是“减半

征收” 。但“减半征收”在操作层面比较

复杂，因此，相关主管部门在2008年的

文件中提出即征即退50%。 现在只是为

了重新梳理政策，把之前的资源综合利

用的目录作废，并对风电提出来单独进

行了规范说明。

分析人士表示，这实际上是之前风

电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延续。 今年以来，

从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到国家电网

公司，再到新能源装机大省的地方政府

都在围绕风电发展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今年4月28日，国家能源局公布“十二

五” 第五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项目共

计3400万千瓦， 超出业界预期；5月下

旬，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

善风电年度开发方案管理工作的通

知》， 对于弃风限电比例超过20%的地

区、年度开发方案完成率低于80%的地

区，不安排新项目。

一位国家电网的负责人则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指出，这一系列政策都反映

出国家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更加注重

质量和效益。

风电制造业复苏明显

经过前几年的低谷期，国内的风电

市场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期，特别是在节

能减排、环境治理的趋势下，国家出台

的一系列政策，使得风电产业链上的企

业业绩也呈现向好的趋势。

风电产业链大致分为上游的风电

装备制造产业和下游的风电建设运营

产业两部分。 相比之下，风电装备制造

业复苏态势明显， 装机容量快速提升，

产业链上的龙头公司表现突出。 财报显

示，金风科技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幅达389%， 同时预计上半年业绩

增幅最高可达250%， 业绩大增势头有

望得以延续。

金风科技预计，下半年国内风电市

场将维持良好势头，全年的吊装量将实

现同比增长。公司微网并网技术中心微

网部部长谷延辉表示，公司的微网发电

组成上引入了微燃机，实现了用户侧的

热电联供及能源的高效利用。

在制造商集中的A股风电板块中，

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延续了前季的增势，

板块整体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风电设备

制造商已逐渐走出低谷期并稳步复苏，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下游风电场开发更

有发展前景。

天顺风能等风电企业相继发布了

非公开发行预案，募资进一步发展下游

产业链谋新利润增长点。6月24日，天顺

风能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募资20亿元用

于共计330MW的三个风力发电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借此进一步向下游产业

链拓展。天顺风能一直专注于风塔及风

塔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此次非公

开发行， 公司将向下游产业链拓展，介

入风力发电项目投资，加速在新能源开

发领域的战略布局。

葛洲坝中标115亿元项目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葛洲坝7月1日晚间公告， 公司收到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政府发来的

《中标通知书》，公司中标广东省四会市“贞山新城” 及中心城区城市提

质工程投资建设项目，项目总金额约为115亿元。

根据公告， 该项目范围主要为贞山新城规划内环湖高端生活区及现

代商贸服务区，共13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及中心城区城市提质工程，建设内

容为贞山新城范围内所有土地整理、城市基础设施、文化、体育、医疗、教

育、交通等设施的规划设计及建设。 项目总金额约为115亿元，计划工期

为5年，采用投融资-设计-采购-建设-移交-回购的模式推进，总体一次

性招标，按单个项目分步实施。

首创股份收购三公司加码环保业务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首创股份7月1日晚间发布多项对外

投资公告，拟收购三家公司，拓展四川地

区水务项目，同时发展固废处理业务，并

首次投资海水淡化项目。

进军海水淡化市场

公告显示，公司将和下属全资子公

司四川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收

购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款共计145.9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116.72万元，收购其80%

股权， 四川首创出资29.18万元， 收购

20%股权。 在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和

四川首创将按持股比例向其增加注册

资本2000万元， 增资完成后持股比例

不变。 成都邦洁注册资本增加至4000

万元。

资料显示， 成都邦洁拥有四川省邛

崃市第三污水处理厂项目一期， 目前正

处于工艺调试期，规模为1.99万吨/日；特

许经营期为25年（不含建设期及试运营

期）。 截至2015年3月31日，成都邦洁经

审计的账面总资产8347.42万元，净资产

2000万元，因项目尚处于工艺调试期，成

都邦洁2014年及2015年1-3月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0万元。

此外， 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首创

（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沧州海水淡化（香

港）有限公司80%股权。本次收购意向收

购价款不超过8美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首创香港持有沧州香港80%股权， 阿科

凌全球有限公司持有沧州香港20%股

权， 首创香港和阿科凌全球有限公司将

同比向沧州香港进行增资， 其中首创香

港增资金额约为10240万元人民币 （对

应1707万美元）。

公告显示， 沧州香港拥有沧州渤海

新区阿科凌新水源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15年 5月 31日， 资产总额为

367.1506万元，净资产为61.20元，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均为0元。项目公司拥有沧

州渤海新区海水淡化项目， 总生产规模

为10万吨/日的二级反渗透海水淡化厂。

首创股份表示，投资成都邦洁符合

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邛崃市处于四

川省成都市经济发展圈内， 经济发展

速度快，未来拥有较好的增长空间。 获

取本项将对公司进一步拓展四川省水

务项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收购

沧州香港后， 公司得以进军海水淡化

市场，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海水淡

化业务。

加码固废业务

除拓展新业务外， 公司通过海外收

购加强固废业务。 公司同日公告，下属全

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

ECO�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n-

gineering� Pte� Ltd股权，交易总价款拟

不超过24600万新加坡元。

公告显示，标的公司是新加坡危废

处理行业的领先者，是新加坡废物处理

公司中唯一一家具有污泥处理能力的

公司，同时是新加坡仅有的三家持有国

家环境署（NEA）发放的全方位垃圾收

集服务牌照的公司之一，可收集废物包

括有毒废物、腐蚀物、易燃物及工业公

司产生的其他危险废弃物，污泥处理能

力可达570吨/天。 标的公司在新加坡危

废处理整体市场份额中遥遥领先，业务

包括危废焚烧、污水处理、溶剂回收、石

油回收及固化处理。 标的公司截至2014

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9469.00

万新加坡元， 净资产为5410.90万新加

坡元 ，2014年 1-12月的营业收入为

5582.40万新加坡元，净利润为744.00万

新加坡元。

首创股份表示， 标的公司在新加坡

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固废产业链全面

并具备专业的技术团队，财务状况健康，

资产长期稳定， 有助于公司固废处理业

务的进一步发展。

联合陕文投集团

欧菲光建智慧旅游互联网+生态圈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欧菲光7月1日晚间公告， 公司将与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展开全面深入合作，打造智慧城市、智

慧旅游互联网+生态圈。

根据协议， 按照国有股权转让程

序， 陕文投集团将其所持的陕西云创

意威客网络有限公司30%股权通过产

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 公司参加

竞买并摘牌， 摘牌成功后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

协议签署双方通过资金、技术、市场

等元素的导入， 共同培育威客网络在智

慧城市、智慧旅游等互联网+领域的业务

能力，打造立足陕西、辐射西北、面向全

国的互联网企业。

公告显示，以建设陕西省智慧旅游

综合平台为契机，形成融合全省旅游公

共服务、政务管理、行业监管、决策支持

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旅游应用体系；以

双方资源范围内的智慧城市、智慧旅游

项目为突破口，力争构筑和打造陕西省

智慧城市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智慧城市

综合能力平台公司；扩大与省旅游局项

目合作， 共同开发陕西省旅游调度中

心、省旅游五大公共服务平台等；积极

抢抓陕西省委网信办建设七大平台项

目的重大机遇；积极开拓“丝绸之路”

沿线业务， 设立西北五省业务拓展机

构，拓展西北五省智慧旅游、政务信息

化、教育、医疗等垂直行业项目，积极争

取建设丝路沿线国家文化旅游线上线

下跨国平台。 欧菲光表示，将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发展智慧产业，布局相关垂直

行业。

数码视讯

旗下公司拟挂牌新三板

□本报记者 王荣

数码视讯7月1日晚间公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北京数码视讯支付技术

有限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资料显示，北京数码视讯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拥有“丰付”互联网金融平台。

公司称，“丰付” 互联网金融平台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公司抓

住互联网金融战略发展机遇， 集中发力互联网金融业务， 提升品牌影响

力，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拓展更好的融资渠道，为后续

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公司指出，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具体方案和相关制度安排尚未确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组织制定有关方案。

皖江物流拟收购淮南矿业旗下资产

□本报记者 余安然

皖江物流7月1日晚间公告，公司资产重组预案已初步形成，正与政

府主管部门等进行汇报、沟通，但尚未最终确定。此外，截至2015年6月30

日，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4177.14万元，涉及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专项奖励、营改增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集装箱奖励等，将全

部计入营业外收入。

皖江物流表示，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淮南矿业所属煤炭、电力业务

板块的部分资产，标的资产的规模、权属边界等已初步确定，资产范围为

淮南矿业下属全资电厂及淮沪煤电一体化项目， 具体包括淮沪煤电有限

公司50.43%股权、淮沪电力有限公司49%股权、淮南矿业集团顾桥电厂

（分公司） 和淮南矿业集团潘三电厂（分公司）， 权益电力装机容量为

221万千瓦，配套煤矿产能为每年600万吨，这些资产进入上市公司后将

明显增厚公司收益。

三泰控股加快发展“速递易”业务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三泰控股7月1日午间公告，6月30日，控股子公司成都我来啦网格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全毅快递有限公司、 深圳速尔物流有限公司分别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共享渠道资源，就物流（速递）业务展开深

度战略合作。

我来啦公司是三泰控股控股子公司，主要业务为速递易业务，注册资

本7.82亿元。目前，我来啦公司已与北京宅急送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

物流（快递）公司及网点签订了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全毅快递、速尔物流使用速递易智能快件箱投放快件，我

来啦公司负责速递易设备的升级、日常维护、运营；我来啦为全毅快递、速

尔物流办理投递卡，实行预付费模式。

三泰控股表示，速递易旨在打造以解决“最后100米” 交付难题

的社区生态服务平台， 此次与全毅快递、 速尔物流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在提升快递公司效率，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同时，有利于提高速递

易智能快件箱使用频率，增加速递易用户粘性，提高速递易的收入水

平， 为未来不断丰富完善社区服务生态平台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创

造有利条件。

房企争抢一线城市土地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楼市的回暖已经开始传导到土地市

场， 尤其是一线城市， 由于土地的稀缺

性，成为各大房企拿地的必争之地。 根据

中原地产统计数据，6月上半月标杆房企

购地金额明显上涨。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认为，房企拿地出现明显分化，

由于三四线城市的库存明显过剩， 标杆

房企开始全面回归一二线城市。

北京迎来供应高潮

北京土地市场迎来供应高潮。6月30

日，在北京土地交易市场拍卖会上，经过

多轮角逐，大兴区庞各庄镇PGZ01-01、

PGZ01-02地块 （原庞各庄镇镇区改造

项目1号地部分地块） 最终被旭辉天恒

永同昌联合体以24.1亿元的总价竞得。

据了解， 该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为266222

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59788平方米将全

部建设限价商品房， 限价商品房的销售

限价为9335元/平方米。

本次地块拍卖吸引碧桂园、首开保

利联合体、中骏、万科、恒大、兴展、旭

辉天恒永同昌联合体、K2、 富力共9家

房企参与竞拍。 北京国土局官网显示，

本次挂牌出让起始价为15.1亿元，在现

场竞拍前共接到9次报价， 最高报价

15.7亿元。

与此同时竞拍的还有大兴新城北区

DX00-0301-6001地块，经过10轮的竞

拍，威克多以9.7亿元的总价摘得该地块。

大兴新城地块收到3次网上报价，现场参

与竞拍的企业分别是K2、天恒、威克多。

值得注意的是，6月25日下午， 北京

大兴区瀛海镇姜场村02-1-1地块挂牌

出让，吸引了11家房企争夺。最终经过72

轮竞价， 旭辉以2.25亿元的价格摘得该

地块。 便利的交通条件是该地块受众多

开发商追捧的重要原因。

一线城市成必争之地

根据新浪乐居的统计， 截至6月30

日， 北京上半年共出让32宗经营性用

地， 合计总出让金634.41亿元， 同比下

降近3成。

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6月

上半月标杆房企购地金额明显上涨，多

家企业进入土地市场， 拿地总额达到了

183.53亿元。其中保利、万科、华润、碧桂

园、恒大、融创、绿地、万达均在土地市场

有所斩获。 预计6月整体20大标杆房企

拿地将突破250亿元，这将是2月后的又

一高点。在市场升温下，房企开始积极进

入土地市场，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土地

资源，房企积极争抢。与一线城市住宅土

地市场爆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三四线

城市土地市场依然冷清。 6月上半月，三

四线城市土地市场成交480宗， 但溢价

率只有4.76%， 而总计土地出让金也只

有192.9亿元，明显低于之前的市场平均

水平。

张大伟认为， 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

城市再现地王频繁出现的情况。 整体房

地产市场升温后，土地市场开始火热。 在

市场升温下， 房企开始积极进入土地市

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土地资源。

亚豪机构市场总监郭毅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企目前在

三四线城市面临很大的库存压力，之前

拿的地去化速度很慢。 一线城市受到宽

松调控政策的刺激成交量明显复苏，对

于房企来说，出于项目运营、追求利润、

去化速度等角度考虑选择在一线城市

拿地。

此外，张大伟认为，一线城市土地供

应减少。 以北京为例，2015年前5月北京

仅新增土地供应26宗， 这一数量也创造

了自2009年以来近7年的同期新低。中原

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一线城市5月

整体土地市场成交萎缩， 合计签约30宗

土地，其中只有10宗为住宅用地。合计签

约土地仅72.39亿元，这也是2014年来首

次出现单月一线4个城市合计土地出让

金不足百亿的月份。 从未来预期看，北

京、上海等城市待售土地并不多，特别是

北京，目前挂牌的只有11宗远郊区土地，

处于最低规模。

鑫龙电器

重组获证监会审核通过

□本报记者 余安然

鑫龙电器公告，重组方案已经获得了证监会无条件审核通过，公司股

票将于7月2日复牌。

鑫龙电器此前公告，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电

兴发100%股权，交易作价17.25亿元，进军反恐与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

领域。

中电兴发主要致力于反恐与公共安全有关的方案设计、 项目施工及

运营服务领域，目前已自主研发和批量生产全智能反恐机器人、涵道式四

旋翼无人机等警用（军）用装备产品，同时还涉足建筑智能化等智慧城市

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的方案设计、施工服务等，承担过中国国家博物馆信息

化项目。 公司已有多项反恐装备在进行小批量试产。

鑫龙电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中电兴发资产、业务及人才的

注入，公司将实现自身智能电网业务与中电兴发公共安全与反恐、智慧

城市业务的协同发展，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资源的利用效率，拓展上

市公司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有利于中电兴发突破资本瓶颈，做大做强自

身业务。

上海莱士中报拟10转增10股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莱士7月1日晚间发布中报高送转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10股。

公告称，鉴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稳步增长、资本公积金充足，

同时考虑到公司的成长性及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持续回报股东，

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 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

中国提议公司2015年上半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此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

金分红。

上述方案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讨论通过， 上述董事会成员及

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同时承诺， 将在公司召开的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2015年上半年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上海莱士此前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12亿-7.64亿元，同比增长31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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