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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挑战竞争对手 暴风科技强推暴风TV

□本报记者 王荣

“乐视、小米、微鲸、PPTV、17TV、大麦

电视，尽管市场上已经有许多品牌，但互联

网电视依然处于蛮荒时代。” 暴风科技在发

布暴风超体电视时对竞争对手的产品逐一

点评，并且在展厅中将暴风TV和乐视超级

电视3代、 小米电视3代摆放在一起进行对

比。 暴风科技CEO冯鑫表示，暴风TV将成

为暴风未来DT大娱乐战略中的家庭娱乐

中心。

电视上直接对决

暴风TV此次发布的电视机包括42吋、

50吋、55吋三款， 售价分别为2598元、3598

元和4398元起。 12月2日17点起，消费者可

在暴风TV官方网站及京东商城预约订购。

12月11日22点， 暴风超体电视将正式开始

发售。

这一售价与小米、乐视差异甚小。 据了

解，乐视顶配55寸Pro电视定价5499元，一般

55寸电视定价3699元。乐视网智能电视的销

售目标是2015年完成300万台。

暴风科技选择与日日顺联盟，将其超体

电视覆盖至全国所有县乡。暴风超体电视首

批上市5万台， 一年内销量目标是100万台。

“目前互联网企业主导的智能电视主要是受

制于量产。” 业内人士介绍，相比海信、TCL、

长虹等传统电视，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低于

成本价销售， 使得产品能够迅速抢占市场，

但是产能往往是瓶颈。

“他们为乐视智能电视做了推广。 ” 在

谈及暴风TV以乐视TV作为假想敌时，乐视

网内部人士认为，暴风科技在智能电视方面

起步较晚。 而冯鑫曾指出，突围的难度与机

会其实是成正比的，电视是暴风战略版图上

必做的一部分。

生态价值尚待验证

“对于乐视和暴风而言， 电视都只是硬

件的组成部分。” 分析人士指出，乐视网通过

资本构筑 “平台+内容+终端+应用” 生态

圈， 暴风的DT大娱乐生态也包含平台、内

容、硬件及应用，硬件只是生态组成部分，智

能电视上的竞争对两家公司的影响现阶段

难以体现。

暴风TV创立于2015年7月6日， 由暴风

科技、日日顺、奥飞动漫、三诺数码影音四家

合资成立。 接近暴风科技的人士介绍，暴风

科技对于生态内的企业不是要求全额控股，

更多的是希望发挥合作伙伴的力量，以小博

大，迅速丰富生态。

业内人士指出， 暴风科技致力于开展

互联网视频、虚拟现实、互联网电视、在线

互动直播和O2O在内的多元化业务，主推

的生态定位于DT大娱乐，但硬件方面仍待

丰富， 如刚推出的智能电视及魔镜等均需

要进一步完善。 至于生态布局完善之后能

否实现其设想价值， 则需要时间和市场来

验证。

共拓新能源汽车产业

江淮汽车与普天新能源战略合作

江淮汽车12月2日晚公告称， 公司于11月30日与普天新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市场推广、充

电网络建设、 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并建立广

泛、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最终实现车辆和充电设施网络

的协调发展，共同为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弯道超车” 尽职

尽，协议有效期为5年。

江淮汽车表示， 双方此次合作将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促进新能源业务的发展，

实现公司的新能源战略。（欧阳春香）

21家上市公司具有高送转潜力

□本报记者 王维波

随着年底的临近， 上市公司的分配

方案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特别是

其中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公司更受市场青

睐。 考虑每股收益、每股资本公积金、今

年及去年的分配等情况可以发现，有21

家上市公司具有高送转的潜力， 值得跟

踪关注。

具有良好业绩

上市公司如果要推出高比率的送转

方案， 通常情况下需要具备良好的业绩

和较好的成长性，只有如此，高送转后才

可仍然保持较高的每股收益和较高的股

票价格。否则，公司股价将有可能持续走

低变成低价股，甚至长期低迷不振，影响

公司的形象。

根据万得数据统计， 全部A股中，

今年前三季度业绩良好特别是扣非后

每股收益在0.6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有

235家，从今年全年来看，这些公司扣非

后每股收益可能在0.8元以上。 如果推

出较高的送转方案，这些公司仍能保持

较高的每股收益，并支撑股价保持在较

高的价位。

当然， 如果这235家公司成长性也

较好，高送转的可能性就更大。良好的成

长性将使每股收益继续保持增长， 也将

使股价逐渐恢复到除权前的状态。

具有较高资本公积

与送红股不同的是， 将资本公积

金转为股本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资本

公积金。 虽然没有规定资本公积金需

要达到某个水平才可能转增股本，但

资本公积金越高， 转增股本的条件就

越充足。

根据万得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全部A股中每股资本公积金在4元以上

的有215家，到今年年底时，这些公司的

每股资本公积金还将有所增加。因此，这

些上市公司高转增的可能性比较大。 同

样，高转增也要有良好的业绩来支撑，否

则，同样会降低每股收益，拉低股价。

如果上市公司同时具备较高的每股

收益和较高的每股资本公积金， 则就具

备了高送、高转的条件。根据万得数据进

行对比发现， 同时符合今年前三季度扣

非后每股收益在0.6元以上、每股资本公

积金在4元以上两个条件的上市公司有

54家。

另外， 还要考虑距上次高送转的时

间。 如果今年中间有过高送转分配，则

2015年年报继续推出高送转的可能性

就下降了。 根据万得数据，在这54家公

司中，有7家今年中报推出了10送5以上

的方案，另有14家公司在去年年报时推

出了10送5以上的分配方案。 这21家公

司2015年年报继续推出高送转的可能

性较小，剩下的33家公司2015年年报推

出高送方案可能性相对大些。

再剔除一些股本较大，股价相对较

低的公司， 剩余有21家公司值得跟踪

关注。

当然， 上市公司推出高送转的分配

方案，通常考虑的因素比较多，需要根据

公司的股本、盈利、成长、股价等多方面

因素才能做出决定， 以上仅仅是具备高

送转的可能性。

证券简称

三季末每股

资本公积

（元）

前三季扣非后

每股收益

（元）

上市日期

12月2日

收盘价

（不复权，元）

最新总股本

（万股）

德尔股份

9.9233 1.2142 2015-06-12 94.8800 10,000.0000

赛升药业

9.6460 1.2970 2015-06-26 166.0000 12,000.0000

设计股份

8.9982 0.9018 2014-10-13 77.5800 10,400.0000

日机密封

7.9341 0.8933 2015-06-12 123.3000 5,334.0000

金雷风电

7.6879 1.8387 2015-04-22 235.9000 5,626.0000

浩丰科技

6.4308 0.7757 2015-01-22 215.1200 4,110.0000

同大股份

6.3618 0.6195 2012-05-23 106.0000 4,440.0000

爱普股份

6.0666 0.8299 2015-03-25 59.0500 16,000.0000

柏堡龙

5.8898 0.8121 2015-06-26 63.7000 10,488.0000

广信股份

5.4911 0.6872 2015-05-13 53.8900 18,824.0000

柳州医药

5.2789 1.3740 2014-12-04 91.2200 11,250.0000

迈克生物

5.2173 1.0295 2015-05-28 108.9700 18,600.0000

国药一致

5.1399 1.5351 1993-08-09 66.1500 36,263.1943

胜宏科技

4.9706 0.6129 2015-06-11 55.0200 14,956.0000

永兴特钢

4.9300 0.7752 2015-05-15 56.6300 20,000.0000

中国国旅

4.9286 1.3429 2009-10-15 52.3200 97,623.7772

江南水务

4.6680 0.7596 2011-03-17 38.6600 23,380.0000

润达医疗

4.6615 0.6164 2015-05-27 91.8900 9,412.6316

思美传媒

4.6256 0.6252 2014-01-23 100.3000 8,828.9509

吉林敖东

4.5112 2.2222 1996-10-28 30.0000 89,443.8433

万孚生物

4.3014 0.8070 2015-06-30 127.1000 8,800.0000

大名城

拟募资48亿投建兰州地产项目

大名城12月2日晚发布定增预案， 公司拟以不低于10.32

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6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8亿

元， 资金净额全部投入兰州东部科技新城及兰州名城广场项

目。 公司股票12月3日复牌。

公告显示，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项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榆中园区，开发产品以住宅商品房为主，建设住

宅项目同时启动娱乐、商业、医疗、教育等配套建设，打造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示范项目，项目总投资约65.1亿元，拟投入募集

资金25亿元。

兰州名城广场项目拟建于兰州市城关区核心区域， 项目

建成后的用途为酒店、商业、办公及居住。项目总投资约43.17

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23亿元，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83.16亿

元，净利润16.24亿元。（欧阳春香）

中国远洋下属企业

获关联方增资12亿元

中国远洋12月2日晚公告称，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天津远洋

大厦有限公司获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增资约12亿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约7.6亿元，其余4.4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

前，天津远洋持有天远大厦100%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上远

实业和天津远洋分别持有天远大厦51%和49%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天远大厦净资产账面值约为5.5

亿元，评估值约为11.5亿元，评估增值约6亿元。 按照评估结

果，上远实业需对天远大厦实际出资近12亿元。 由于上远实

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的全资下属企

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远洋表示，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业，

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来业务发展目标以及

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蒋洁琼）

最具有高送转潜力的上市公司

固废处理等环保子行业关注度提升

□本报记者 刘杨

近一个月以来，东方园林、上海机电、上

风高科等非环保上市公司相继通过并购的

方式切入固废尤其是工业固废和危废处理

等环保子领域。

分析人士称，尽管这些转型企业的参与

度和其对环保行业的格局影响都有限，但反

映出随着环保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环

保子行业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升。

谋转型并购加速

自10月下旬以来，环保行业并购再次加

速。 期间，该行业新增并购案例6例，涉及金

额约30.6亿元。

10月20日晚，上海机电公告，公司拟

以371.2万瑞士法郎 （约合人民币2440万

元）的对价收购瑞士环球清洁技术有限公

司（CTU）100%股权。 标的公司在危险废

弃物处理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较为

先进。

东方园林也于10月28日晚发布公告，宣

布拟以现金14.6亿元收购富阳申能固废环保

再生有限公司60%的股权，切入环保领域。

环保行业近期新增的并购案例还有：上

风高科收购绿色东方环保，涉足固废行业中

的垃圾焚烧发电； 碧水源收购久安集团；国

祯环保收购挪威的Goodtech� Environ-

ment；中滔环保收购废油处理公司，等等。

环保子行业中的固废行业被上市公司

纷纷看好。安信国际分析认为，相比废气、废

水处理，固废处理行业受到青睐主要基于三

方面原因：固体废弃物回收率高，对应的市

场潜在价值大；固废种类繁多，对应的细分

市场较多；固废处理工艺复杂，行业进入壁

垒较高。

根据《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

分类，固体废物分为城市固体废弃物、工业

固体废弃物和有害危险废弃物。华泰证券分

析指出，危险固废是固废领域中最值得关注

的品类。根据《“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规划》，到2015年，我国年产危险固废将超

过6000万吨。 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颁布，对

危险固废处置的环保监管与执法力度均将

显著加强，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有行业专

家介绍， 目前我国危废行业仍较为分散，集

中度提升将成为该行业发展的趋势。

子行业发展存差异

今年以来环保行业整体显示出良好的

景气度。 WIND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环

保类上市公司总体实现营收376.3亿元，同

比增长25%，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6.8亿元，同

比增长34%。

分子行业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水务增

长速度最快，其次是大气工程设备、大气监

测、固废，分别同比增长50%、43%、40%和

23%。 水务、大气治理和土壤修复等细分行

业所处的阶段不同，其对政策响应的速度和

力度也有所差异。

银河证券分析认为， 水务行业的盈利

模式清晰，商业模式成熟，新上项目有望迅

速启动； 大气治理目前的焦点集中在京津

冀地区，其本身生态承载力较为脆弱，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矛盾突出， 京津冀一体化

战略实施后， 大气治理将成为京津冀地区

重要的政治任务。 相比之下，土壤修复行业

目前则相对处于萌芽阶段， 其商业模式尚

需进一步探索。

中信证券指出，未来，PPP或将成为环保

项目的主要模式， 且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

未来在融资方面具备优势的上市公司订单

将会加速释放，特别是水处理领域、气体监

测领域等。 此外，随着产业的发展，海绵城

市、污泥处理处置、VOCs、环保大数据等新

兴市场也将展现出一定的活力。

中信证券研究部王海旭、 崔霖建议，精

选自上而下处于解决城市管理者环境痛点

的高景气子行业， 特别是在技术、 资金、模

式、经验方面优势突出，成长确定性高的领

头羊。 例如，海绵城市与黑臭水体领域的碧

水源、ST华赛、兴源环境；环境监测领域的雪

迪龙、先河环保；危废处理领域的东江环保、

雪浪环境。

匹凸匹控制权争夺存诸多变数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因改名风波备受关注的匹凸匹，近期

又闹出董事请辞风波。 12月1日， 公司公

告称，公司董事李艳、向从键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史洁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

职务。 而公司新晋第一大股东上海五牛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牛基金” ） 推荐自己公司的高管韩啸、边

秀武，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突

击入主的五牛基金接下来可进可退，既可以

只作为投资方，也可以慢慢谋求最终的主导

地位； 公司原有大股东有萌生退意迹象，但

还没确定是全退还是半退。从公司内部传出

的信息是，双方仍在交流中，未来公司主导

权之争存在诸多变数。

五牛基金突击入主

这次匹凸匹公司董事会 “腾笼换鸟” ，

源于五牛基金在匹凸匹重组终止之际，突击

扫货，“杀入” 上市公司。

匹凸匹11月28日公告称，公司收到五牛

基金通知，10月26日至11月25日期间，五牛

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

司股票16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1%。

由于其另一致行动人此前已经买入公司5%

股份，上海五牛目前已持有公司9.981%的股

份，超过原第一大股东5.87%的持股比例。

五牛基金入主匹凸匹， 属于突击进入。

因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匹凸匹自10月

27日起停牌至11月23日，五牛基金能够“扫

货” 的时间相当有限。 股东权益变动公告显

示，10月26日、11月25日两天时间， 五牛基

金大举“扫货” ，一举入主上市公司。

在五牛基金“扫货”期间，11月24日，匹

凸匹公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复牌，24、25

日两天， 公司股价不跌反录得两个涨停板。

“看五牛基金的手法，显得很坚决，甚至可以

说是不惜成本。 按照一般机构的操作手法，

可以等股价因重组终止下跌一段时间后再

抄底进入，而五牛基金举牌显得很急、很霸

道。 ” 上海一家私募机构人士认为。

五牛基金或许有理由不惜成本和 “霸

道” 。 此次被推荐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韩啸为五牛基金董事长。 资料显示，韩

啸是豫商集团的少东家，豫商集团此前在资

本市场已有凌厉攻势，曾举牌过东方银星。

主导权存在变数

“现在需要判断五牛基金进入上市公司

的战略意图。” 上述私募基金人士表示，未来

五牛基金如何运作可以有多种招数，上市公

司原有大股东等如何应对也是不明确因素。

有知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匹

凸匹原来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在

还是可进可退。 目前的情况显示，其退意似

乎比较明显。 从公司内部了解到的信息是，

双方仍在交流相关事项，还没确定是全退还

是半退，事情的最终发展需要观察。 ”

“五牛基金进来后，可以是强强联合，

双方各取所需，保留匹凸匹原来规划的P2P

发展路径，这方面公司原有大股东等相对有

更成熟的经验和运营模式；五牛基金也可以

不要P2P业务，可以注入新的资产，推进公

司的转型，那么原有班子的命运就会发生很

大的变化。目前，这两种方向都是可能的，相

信公司高层也在就这些可能的方向进行沟

通。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五牛基金突击进入

上市公司，其持股成本并不低。 ” 上述知情

人士表示。

圣泉集团

发布石墨烯内暖发泡材料

圣泉集团（830881）生物质石墨烯下游商品化应用

再获新突破，公司日前在2015中国国际新材料科技及产

业博览会上发布了生物质石墨烯内暖发泡材料新产品。

此次圣泉集团发布的生物质石墨烯内暖发泡材料，

为生物质石墨烯与聚氨酯记忆棉材料复合发泡材料、生

物质石墨烯与乳胶复合发泡材料， 是对生物质石墨烯下

游商品化应用的又一拓展。

圣泉集团致力于将石墨烯应用于纺织纤维领域，此

前实现石墨烯与玉米芯纤维复合， 生产出生物质石墨烯

智能内暖纤维。公司董事长唐一林表示，公司正研发更多

环保、安全、智能化新产品，做好科技成果转化，把全产业

链打通，让终端产品迅速落地。 （董文杰）

环球石材获1.86亿元人造石订单

日前，环球石材（832123）成功举行UNIPLUS人造

石产品招商活动，意向签约金额达到1.86亿元。

公司11月初引进百利通CEMSTONE人造石生产

线，目前总投资达到3亿元。 该生产线受到来自深圳、佛

山、沈阳、厦门、成都、南昌等全国各地经销商的好评。 招

商活动期间，UNIPLUS环球人造石经销商意向签约金额

达到1.86亿元人民币。

环球石材总裁朱新胜介绍：“UNIPLUS环球人造石

是环球石材打造的中国人造石的世界品牌。 整个项目集

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后期护理为一体，将为市

场提供技术领先、品质一流、高效专业、系统全面的优质

服务。 ”（常仙鹤）

深度捆绑运营商

TCL通讯推“乐玩”系列2代

TCL集团旗下子公司TCL通讯12月2日在京发布“乐玩”

品牌第二代产品———乐玩2和乐玩2C。

乐玩是今年5月TCL通讯联合中国电信共同打造的电信

定制专属产品系列。 据悉，乐玩2将率先支持电信4G+网络，

提供更快更好的网络体验，加速中国电信“天翼4G+” 的普及

化进程。 乐玩2线上零售价899元；乐玩2C线上价格为699元。

今年7月， 中国电信在天翼终端交易博览会上推出了以

载波聚合技术为核心的“天翼4G+” 业务品牌。 据介绍，本次

发布的乐玩2支持LTE� CAT6， 用户可以获取更高的网络数

据速率以及更低的网络延迟， 下行峰值速率可达300Mbps，

比4G的网速快一倍。

自2012年以来， 前期主要业务集中在海外的TCL通讯，

选择将手机业务回归国内。 公司从最擅长的运营商渠道进行

突破，首先与三大运营商建立合作关系。TCL通讯电信业务总

经理李宏伟表示，今年TCL通讯与中国电信共同推出了6款产

品， 实现400万台销售成绩， 在整体电信市场排名中跃居第

八，一度占据电信产品699价格段销售冠军。

TCL通讯CEO郭爱平表示， 以乐玩2为开端，TCL通讯

将继续推出多款“天翼4G+” 手机，全力抢占4G+市场份

额。 （傅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