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三板” 动态

中科招商拟控股海联讯

海联讯10月19日晚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孔飙和第

三大股东邢文飚拟将他们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票通

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变更。

公告称，上述股权转让相关当事人孔飙、邢文飚、中

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将加快关于股权

转让的谈判工作， 并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不影响公司按时复牌。 如上述各方未能于2015年11

月19日之前签署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 《股份转让协

议》，各方之间三个月内不再重启本次股份转让。

截至9月15日的公开信息显示，海联讯第一大股东为

章锋，持股比例为27.26%；孔飙、邢文飚分列第二、三大股

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8.68%、14.67%；中科汇通（深圳）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74%。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是中科招

商全资子公司， 今年以来已经对多家上市公司进行举

牌。 （王维波）

纺织服装板块前三季业绩增速前十公司

荣盛发展将投资开发野三坡景区

□本报记者 傅嘉

荣盛发展10月19日晚公告， 公司近日与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政府签订《野三坡景区合

作开发框架协议书》，公司拟对野三坡景区规

划范围内进行投资开发， 将野三坡打造成集

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养老养生、体育健身、度

假旅宿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内外独具特色的著

名综合型景区。

根据协议， 该项目三年内总投资约20亿

元， 所涉地域范围为野三坡景区整体约520平

方公里内区域（含尚未开发的金华山景区），

以《野三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图》为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百里峡景区、 龙门天关景区、鱼

谷洞景区、白草畔景区、拒马河景区等景区，包

含目前已为国有或者将来根据项目开发计划

需征收、租用的山场、林地、水系等用地范围。

公司表示， 在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

内，公司将在涞水县投资设立“涞水荣盛康旅

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平台公

司” ）。公司将与涞水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同构

建京涞一体化大旅游格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大背景下将野三坡打造成首都国家公园，建

设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精品景区和京西旅

游“明星” ，也为公司大健康产业注入新的动

力，加速该板块的形成，给合作双方带来良好

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公司在京津冀一体化进

程中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中讯四方发布两款新品

□本报记者 傅嘉

中讯四方 （430075） 日前在京发布两款新产

品，分别是CSSP芯片级封装声表面波移动通信元件

和高压电柜用无线无源温度监测系统。其中，前者打

破了国外相关厂商对该产品的垄断， 后者则是主要

面向公司未来的新客户。

打破国外长时间垄断

本次发布会是中讯四方首次以公众公司的身份

与广大投资者进行沟通。 发布会以“微世界，创四

方” 为主题，为中讯四方股东及投资者展示了公司

的发展构想和定向发行方案， 并发布了两款新产

品———CSSP芯片级封装声表面波移动通信元件和

高压电柜用无线无源温度监测系统。

CSSP是一种芯片级封装声表面波移动通信元

件形式， 主要应用于移动通信终端， 尤其是智能手

机。 对智能手机和RF部件的生产商而言，多个通信

服务在小型移动设备上的共存， 意味着一系列复杂

的RF挑战。

中讯四方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目前

每个普通智能手机声表面波元件使用量约为4-6

只，移动通信终端的声表面波元件市场容量巨大，行

业产值规模在百亿元以上。过去，移动终端用声表面

波元件一直由国外垄断， 国内没有技术能力进入各

大手机厂商供货。 本次中讯四方发布的产品尺寸分

别是单器件1.4/1.1毫米、双工器2.0/1.6毫米，较传统

的声表面波元件最小尺寸3.0/3.0毫米具有重大突

破， 一举打破了国外主要是日本对该行业十多年的

垄断，无论在民用和军用都意义重大，开创了国内声

表面波元件在移动终端设备上应用的先河。

温度监测系统开拓新客户

本次新品发布的另外一个产品为高压电柜用无

线无源温度监测系统， 是中讯四方基于声表面波传

感器技术，结合无线通讯技术开发的温度监测系统。

该产品可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精确测量温度，准确有

效地实现实时监控、准确报警、无人值守，是保证高

压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 无线测温系统在现代化农业粮食储

藏、恒温仓库温度检测、航空航天真空热试验及可穿

戴贴纸式无线温度计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也

是中讯四方在业务上开拓新客户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讯四方总经理张敬钧表示，对中讯四方来说，

声表技术是根本，模块组件是树干，设备及小系统是

枝叶，通过“长好根” 的战略，稳固声表传统应用领

域，积极拓展它作为物联网芯片的应用，如声表无线

无源的特点还可以用于监测温度、压力、扭矩、气体

成分等物理参数，是物联网理想的传感芯片，具有极

为广阔的应用前景。长期以来，中讯四方持续专注于

芯片领域，专注于产品的工业化，技术的产业化，为

用户解决问题，为社会创造价值。 现在，更要把握军

民融合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为军方整合资源，实现

需求，同时为技术寻找方向和出路，寻找改进迭代的

机会，打造非硅芯片领域的民族品牌。

中讯四方董事会秘书南钰介绍了中讯四方的定

向发行方案情况， 本次定增拟发行不超过2470万

股，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改造和扩大全资子公司南京

沁智微波模块和微波组件生产线， 以及全资子公司

河北时硕微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设备技术改造，进

一步提高公司声表面波器件生产自动化水平和产品

一致性，保障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本次定向发行方

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目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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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动力研究院将再获6.29亿元增资

中国船舶与集团合力打造动力研发平台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船舶10月19日晚公告称， 为进一步

加快自主品牌大功率柴油机项目的研发、生

产，打造动力研发平台，公司全资子公司沪东

重机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中船集团拟对中船

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再次增资， 合计增资

6.29亿元。

打造动力研发平台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

12月，是中船集团下属的舰船动力技术创新与

转型升级的核心企业，主要承担国家科研和自

主产品研发任务，筹划建设国家级低速机实验

室，与世界先进的发动机设计公司合作，成为

船用低速机核心技术的引领者。 目前，该公司

可独立进行自主品牌系列中速机和低速机的

开发设计，提供动力装备技术方案解决。

为着力打造中船集团动力研发平台，中

船集团与沪东重机曾于2013年12月共同对动

力研究院进行了增资。 当时，中船集团出资2

亿元，占股比例为51%；沪东重机出资1.92亿

元，占股比例为49%。

据悉，2015年，中船动力研究院将有多个

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包括中船瓦锡兰股权投

资项目、 中船瓦锡兰厂房建设项目和动力研

究院研发大楼建设项目。 上述项目全部资金

总需求为12.38亿元。 截至2014年底，中船动

力研究院资金余额为1.9亿元。

为推动上述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中船集

团与沪东重机将按原有持股比例共同对中船

动力研究院进行增资， 合计需增资额为6.29

亿元。

此次增资将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增资拟

于2015年同比例增资4亿元，其中，中船集团

增资2.04亿元，沪东重机增资1.96亿元；第二

期增资拟于2016年同比例增资2.29亿元，其

中， 中船集团增资1.17亿元， 沪东重机增资

1.12亿元。

“南北船” 加速动力资产重整

中国船舶表示， 此次增资将加快推进中

船动力研究院研发大楼建设项目和中船瓦锡

兰合资项目。

建设动力研究院研发大楼建设项目，是

中船集团着眼于提高船舶动力系统研究与开

发能力、 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船舶动力

研发平台、最终建成六大研发基础保障体系、

形成四大研发设计制造体系和具备三大核心

能力、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产品提

供必要硬件条件和有力支撑的重大举措。

而中船瓦锡兰合资项目建成后可生产中

大型缸径中速柴油机及双燃料发动机， 形成

年产大型缸径中速柴油机及双燃料发动机

110万千瓦的生产能力，有效加强中船集团在

船舶、海工方面的市场份额和地位，并提升市

场的地位和影响。

此外，通过增资，有利于促进动力研究院

各项研发项目的推进， 为动力研究院科技研

发提供平台支撑； 同时， 通过中速机合资公

司， 有利于动力研究院未来研发产品的市场

化和产业化。

“南北船” 今年均加快了动力平台重组

进程。 今年9月，风帆股份公告，获注大股东中

船重工集团144亿元动力资产，将打造为北船

动力资产平台。 而中国船舶此次增资中船集

团旗下中船动力研究院， 将加快南船动力研

发平台建设进度。

光大证券参与设立互联网金融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光大证券10月19日晚公告， 公司与网易

旗下优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海航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光大易创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已正式成立并领取营业执照。

光大易创注册资本1亿元， 公司持股

40%，经营范围为：金融数据处理，金融软件

开发， 计算机软件、 网络科技领域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实业投

资，资产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览

展示服务，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光大证券从去年开始积极布局互联网

金融业务。 公司今年4月公告称，与中国光大

集团股份公司、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等5公司共同投资光大云付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业务。

光大证券此前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

表示， 公司重视互联网金融给行业带来的发

展机遇和挑战，2015年公司将充分整合资金

流、信息流、科技流等，努力构建一个新型金

融生态系统，积极迎接互联网金融的大潮。 目

前公司已成立独立的互联网金融部统筹互联

网金融业务， 建设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及各

类公众平台，构建基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进

行互联网创新产品的研发等， 致力为客户提

供各类交易、产品、资讯等互联网金融服务。

中信国安

拟发起设立40亿元并购基金

中信国安10月19日晚公告，公司拟出资1200万元现

金参与设立西藏国安睿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名称

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持有其40%股权，为国安睿博控

股股东，并将在设立国安睿博的基础上，以其为基金管理

人（GP），设立相关投资及并购基金，募集总规模约40亿

元，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并购重组、私募股权

投资、夹层融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三板拟挂牌公

司及挂牌公司的增发等。

具体来看，公司将与中信国安（北京）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基金” ）、世纪爱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纪爱晚” ）、中信国安旅游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国安旅游” ）、北京辉盛信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国安睿博。其中，国安基金、世纪爱晚、

国安旅游均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国安

睿博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公告称， 国安睿博所管理的相关基金将重点关注符

合公司转型的有线电视业务创新、互联网和科技以及大数

据等领域的项目，以协助公司实现产业整合。（蒋洁琼）

受让30.26%股权 佳讯飞鸿进一步控股济南天龙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佳讯飞鸿10月19日晚发布对外投资公

告，公司与济南铁路天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原股东陈育青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使用自有资金6,808.50万元出资受让陈育

青等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济南天龙30.26%的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济南天龙

81.26%的股权 。 本次交易以济南天龙

2015-2017年预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累计净利润4,500万元作为估值基础， 确定

100%股权对应估值为2.25亿元。

济南天龙对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交易对方

承诺济南天龙2015-2017年实现的累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500万元，且

2015年、2016年每年净利润不得低于1,500

万。 如果济南天龙在承诺年度实际实现净

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即3年累计实现净利

润少于4,500万元，则由陈育青等自然人股

东按照本次转股前各自持股比例连带履行

补偿义务。 同时，各方一致同意，如济南天

龙业绩满足本协议奖励条款的相关约定，

佳讯飞鸿将对陈育青等自然人股东进行奖

励， 如2015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超过1,500万元，则由佳讯飞鸿在审

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向陈育青等自

然人股东支付奖励，奖励现金合计600万元

（含税）。

公司通过收购济南天龙30.26%的股权，

可以进一步提高对控股子公司济南天龙的持

股比例，扩大投资收益。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对

下属子公司的资源调配和业务整合， 围绕济

南天龙的业务平台继续发展相关业务， 使之

更有效地向着深度和广度快速发展， 提高公

司在铁路系统的整体竞争实力， 为公司未来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进一步提升股东回

报水平。

33家纺织服装公司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10月19日收盘，申万纺织服装行业

80家上市公司中，已经有56家公司公布了业

绩预告和业绩快报，占比达到70%，其中，富

安娜和海澜之家还公布了三季报。从已公布

的业绩信息看， 有接近6成的纺织服装业公

司业绩预喜（包括续盈企业）。

有券商分析师认为，由于终端需求仍然

低迷，预计纺织服装行业整体仍将维持低运

行。 不过，纺织服装行业一直是并购重组的

高发地带，随着A股行情有所恢复，并购重

组活跃度有望恢复。

主业增长动力疲弱

首份公布三季报的富安娜三季报略显

平淡， 公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98亿元，

同比下降0.08%；净利润2.50亿元，同比增长

2.67%； 预计2015年全年净利润为3.77亿元

至4.52亿元，同比增长0%至20%。

海澜之家则保持了借壳之后的高业绩

增长，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3亿

元，同比增长39.04%；净利润23亿元，同比

增长41.95%。

Wind数据显示，在目前公布的56家

纺织服装公司中，预增11家，略增15家，

续盈4家，扭亏3家，预喜公司达到33家，

占比59%； 业绩报忧企业方面 ， 预减7

家，略减5家，首亏和续亏企业分别为 5

家和5家。

从业绩报喜公司的业绩预告内容来看，

重大资产重组、剥离亏损资产以及投资收益

等非经常性损益，往往是这些公司业绩大幅

增长的主要原因。

行业基本面仍然缺乏亮点。 第三季度

纺织服装行业终端零售数据出现短期波

动， 规模以上纺织服装批零总额数据略逊

于第二季度。 其中， 百家大型零售企业服

装类零售额7、8月分别下滑2.6%与4.4%，

50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类零售额7、8

月分别下滑2.8%与4.8%，均差于上半年数

据。 有券商分析师指出， 这些波动与短期

的天气、 国内经济、 股市波动等都有一定

关系。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近期

表示，内需方面，国内纺织服装消费品增速

已经降至9%左右，较前两年下降明显，已经

低于全国消费品增速。 外需方面，则明显受

到日本、欧洲需求下降影响。

龙头公司强者恒强

分子行业来看，各子行业分化明显。

男装方面，平价男装仍然保持一定的增

速，龙头公司业绩继续高速增长。 受益于高

性价比的产品和扁平化的渠道体系，海澜之

家业绩增速已多年维持在40%以上（2014

年有并表因素）。

商务男装仍然处于复苏过程中，部分公

司已经开始复苏。 如希努尔预计前三季度实

现扭亏； 报喜鸟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6,503-20,312万元, 变动幅度在30%至

60%。 报喜鸟称，公司主品牌报喜鸟业务稳

健发展，HAZZYS仍然较快增长， 宝鸟业务

略有改善；直营业务继续增长，私人量体定

制业务增长较快；同时，公司加大了商铺、对

外投资等资产的处理力度。

休闲服板块整体趋势转好， 但分化明

显。 美邦服饰首亏，前三季度预计亏损1.5亿

-2.5亿元。 受益于童装及休闲装业务的持续

发展， 森马服饰前三季度预计实现净利润

67,132万元-87,272万元，同比略增。 搜于

特通过渠道和产品调整等转型“快时尚” 企

业已初显成效， 前三季度净利增长约35%

-60%。

三家家纺上市公司均预计前三季度业

绩微增。受线下复苏缓慢及线上增速放缓的

影响，预计家纺行业仍将延续低增长。

以往增速居前的户外用品行业增速较

往年放缓。嘉麟杰预计亏损3500万-5000万

元。探路者则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18%， 除主业户外产品净利增速下降外，公

司收购并表的旅游服务标的出现计划内亏

损，也拖累公司的业绩表现。

高端女装仍处于探底过程中，商场中高

端女装销售仍然继续下滑。朗姿股份预计前

三季度实现净利润3,523万元-6,164万元，

同比下滑30%以上。 公司继续构筑“泛时尚

生态圈” 的战略布局，但战略转型之效果尚

未显现。

纺织制造行业仍继续分化，但棉价波动

幅度小于去年，因此预计整体业绩同比有所

改善。

多条主线发掘后市

券商研究报告认为，展望后市，纺织服

装行业中， 业绩增长稳定的公司如奥康国

际、海澜之家及森马服饰等高增长品种值得

关注。

纺织服装行业一直是并购重组的高发

地带，若大盘稳定性提升，市场对转型预期

的投资活跃度将会有所提高。 近期，在大盘

逐步转暖之下， 部分纺织服装公司已发布

相关公告。 如山东如意近期公布调整后的

定增方案， 继续推进收购如意科技服装等

资产事宜。 公司表示，本次发行完成后，山

东如意的业务范围将从单纯的服装面料生

产向服装加工制造延伸， 从而充分发挥上

游纺织原料和下游服装生产的协同效应，

完善产业链，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

行业竞争力。此前因筹划定增事宜停牌的罗

莱家纺10月18日晚也发布公告称， 将继续

推动定增事宜。 19日复牌，公司股价开盘即

封死涨停板。

为对冲利空，目前已有百隆东方、鲁泰

A、华孚色纺和健盛集团等纺织服装类上市

公司在布局东南亚市场，且部分公司已经开

始释放产能。 有分析师指出，受关税优惠政

策影响，东南亚纺织服装行业整体成本要低

于国内，随着相关项目产能逐步释放，前述

公司有望从东南亚投资中率先受益。

另外，行业内那些市值小、现金和理财

产品资产较多的公司，也值得关注。

名称

预警

类型

预警摘要

最大变动幅度

(%)

奥特佳 预增 净利润约

11000

万元

~13000

万元

,

增长

1324.78%~1583.83% 1,583.83

汉麻产业 预增 净利润约

11117.40

万元

~11665.05

万元

,

增长

1015%~1065% 1,065.00

美欣达 预增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

~2000

万元

,

增长

212.76%~525.53% 525.53

凯撒股份 预增 净利润约

2986.07

万元

~3354.72

万元

,

增长

305%~355% 355.00

华茂股份 预增 净利润约

11000

万元

~12000

万元

,

增长

309.70%~346.94% 346.94

维科精华 扭亏 净利润约

1900

万元

123.08

泰亚股份 扭亏 净利润约

0

万元

~600

万元

120.64

希努尔 扭亏 净利润约

0

万元

~500

万元

114.97

新野纺织 预增 净利润约

10022.67

万元

~11077.69

万元

,

增长

90%~110% 110.00

江苏三友 预增 净利润约

5873.4

万元

~7831.2

万元

,

增长

50%~100% 100.00

数据来源：Wind资讯，截至2015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