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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

拟收购深圳捷扬70%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深圳华强12月24日晚间公告，公司拟收购深圳市捷扬

讯科电子有限公司70%股权，交易价格为19086万元。 本次

交易完成后， 深圳华强将尽快启动收购深圳捷扬剩余30%

股权的交易。 公司股票自12月25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公告， 深圳捷扬专注于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市

场， 主体运营模式为现货分销。 主要运营模式是依托电

子制造业OEM/EMS客户， 结合深圳捷扬自主研发的内

部IT系统，通过快速的知识库匹配、全球比价、库存查询、

快速下单采购、快速送货等服务，满足这些大客户的急货、

缺货的长尾需求，并介入客户的供应链服务。经过多年运

营， 深圳捷扬自主研发的内部系统沉淀了较大体量的交

易数据。

对深圳捷扬的并购， 是公司在电子元器件独立分销

行业的重要布局。 公司将依托深圳捷扬的业务优势，结

合华强电子网的既有市场地位， 布局与扩展线上交易平

台，进一步掌握上下游产业资源及渠道，充分发挥数据库

资源优势， 助推公司参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深度整合及

优化。

上海凯宝增资谊众生物

布局抗肿瘤药物市场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凯宝12月24日晚间公告， 拟使用超募资金13130

万元向谊众生物增资， 增资完成后将持有谊众生物20%的

股权。

谊众生物主要从事抗肿瘤药物新剂型及相关产品研

发， 主要产品为抗肿瘤生物制品5类新药注射用紫杉醇胶

束。紫杉醇胶束制剂是一种新型制剂，目前国内尚未有同类

品种上市； 截至目前已完成剂量耐受性试验和人体药代动

力学研究，以非小细胞肺癌为适应症的大规模的III期临床

研究于2015年4月份正式启动。 紫杉醇作为一种广谱的抗

肿瘤药物，临床用量巨大，是近15-20年来肿瘤化疗领域最

重要的药物之一。

谊众生物已建成符合国家新版GMP的紫杉醇胶束生

产基地，生产基地占地约26亩。 研发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独创了全新的辅料合成和胶束制备工艺，并获得三项发

明专利授权。

据统计， 抗肿瘤药物市场自2007年超越降血脂药后，

一直是全球医药市场的领头羊，2013年全球抗肿瘤药物的

市场规模达910亿美元。 与全球发展趋势类似，中国抗肿瘤

药物在2012年以18.2%的市场份额超越抗感染药物， 成为

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的药物领域。 2014年中国抗肿瘤药物市

场规模达8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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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四大品类全线失守

黑电领域与互联网融合加速 白电龙头有望价值重估

□本报记者 傅嘉

2015年，家电行业冰洗空彩四大品类全

线失守。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全年家电上市

公司的业绩面临严峻局面；未来白电企业的

低估值和股息率是最大看点；黑电领域的看

点则来自于产业链拉长以及参与各方的深

度融合。

行业基本面持续低迷

家电产业面临低迷。 2015年1-9月份，

家电行业整体遭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

来最大的下滑挑战， 全行业实现整体收入

5439亿元，同比下降1.65%；实现净利润334

亿元，同比微增1.6%。

冰洗空彩四大家电品类全面失守。2015

年前三季度，空调行业总出货量达到8963万

台，同比下降5.5%。 其中，内销5353万台，同

比下降5%， 空调行业景气度下滑幅度超出

市场预期； 冰箱行业总出货量达到5815万

台，同比下降5%；内销量3933万台，同比下

降8.7%，内销疲软；洗衣机行业总出货量达

到4115万台， 同比下降1%。 内销量2844万

台，同比增长3%，内销数据较为强劲，洗衣

机的内销优于出口；电视机行业总出货量达

到8752万台，同比增长16%。 其中，内销量

3617万台，同比增长4%。 总体看，四大家电

品种不同程度面临终端需求不振、渠道库存

压力加重的双重难题。

分析人士认为，前几年国家先后推出了

家电下乡、 以旧换新和节能补贴等政策，客

观上提升了当期销量，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经

济下行的压力，但也很大程度上透支了市场

的消费潜能。2015年是家电行业的政策真空

年，终端市场的萎靡与前期的过度刺激不无

关系。考虑到当前行业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

键时期，市场人士普遍预期，刺激政策不大

可能继续推出，将更多依赖市场内生力量回

归均衡并完成产业升级。

黑电领域产业融合频现

近期， 乐视参与TCL多媒体的增发，成

为黑电领域资本层面的热点。 互联网企业进

入到传统家电领域，与传统企业从最初的对

垒进入到现在的业务融合，并明确各自在产

业链中的地位成为趋势。 分析人士指出，这

意味着互联网品牌逐渐意识到线下渠道的

重要性。 2015年上半年，TCL多媒体电视机

在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分别为

5.7%和14.9%， 均位居第三。 从销量来看，

2015年1-11月，TCL网络智能电视销售量

635.3万台，同比增长34.34%。

相对于白电在技术上的止步不前，2015

年智能电视产业链变得更长、更复杂，产业

链中各方都具备自己的优劣势。智能电视平

台需要优质内容资源吸引用户，而内容商则

需要硬件来落实产品形态，渠道商则更接近

用户， 各个环节从竞争关系走向竞合关系，

跨界合作频频发生，商业模式加速创新并落

地。 越来越多的产业基金进入这个领域，积

极创新求变。

屏幕作为内容的载体， 重要性不言而

喻。 根据CNNIC的统计，2015年，在线视频

用户中电视终端的使用率达到23.2%， 仅次

于台式/笔记本电脑、手机终端，成为在线视

频收看的第三大终端设备。 在电视上付费收

看的消费习惯也逐渐形成。 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10月底，IPTV用户数突破4385.9万

户，增长迅速；从国外的情况看，2015年三季

度末，Netflix用户数突破6900万。

安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在互联网时

代下， 用户为新型内容付费的习惯已逐渐

培育起来。 在此背景下，内容商要实现用户

价值的变现， 将不可避免地将视线瞄向电

视用户。 智能电视存量普及率突破40%以

上，服务市场有望迎来快速发展的拐点。 目

前的市场存量普及率不到20%， 还未到发

展的临界点。 但智能电视增量市场的渗透

率达到了75%左右， 预计智能电视将加速

普及，未来2-3年智能电视服务市场有望迎

来快速发展期。

白电领域去库存速度加快

2015年，由于下游需求不振及自身转型

的影响， 白电龙头企业三季报业绩表现平

平， 除美的集团22%的增长仍然突出之外，

格力电器同比增长1%，青岛海尔下滑18%，

美菱电器下滑32%。 白电领域基本面可谓严

峻。 从估值指标看，该类企业也较为低迷，美

的集团市盈率在10倍以下，格力电器、青岛

海尔的估值均在15倍以下徘徊。

由于前期厂家采取激进的销售策略，

5-6月份空调行业渠道库存量达到较高水

平。从2015年6月份开始，行业进入去库存周

期，去库存成为行业核心主题词。

空调行业的低迷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

利润。近几年业绩一直超预期的蓝筹股格力

电器，今年告别高增长原因即在于此。 安信

证券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6月-10月，格

力、美的、海尔的渠道库存分别清理至277

万、164万和31万台的水平， 行业库存清理

周期还未结束，将持续到2016年6月份。 财

务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9月底， 海尔、格

力、美的的白电存货水平相较于去年同期下

滑23.7%， 格力的库存水平更是下滑了

38.2%，这反映出整个产业的去库存速度在

加快。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当前形势严峻，但

白电企业基本面存在较为明确的积极因素。

今年以来，国家对于房地产库存问题十分重

视，宽松政策密集出台，高层多次提及要化

解地产高库存风险。家电板块作为地产板块

的下游， 行业需求与地产销售情况密切相

关。 随着利率下行，房贷政策优惠，2015年5

月起百城房价止跌回升，同时成交面积温和

放大， 房地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回暖态势。

家电行业的销售通常滞后于房地产8-9个月

时间， 随着房地产化解库存的政策持续落

地，2016年家电行业将进一步受益。

白电龙头企业现金流充裕。以格力电器

为例，三季报显示，公司在手现金及净现金

分别达到840.4亿及640.8亿元， 而公司当前

市值为1283.8亿元；另一方面，白电龙头企

业具备估值低、股息率高的蓝筹属性。 安信

证券研究报告指出，以格力、美的为例，若按

照2015年保持40%的分红率， 则二者2015

年的股息率则分别为4.22%及3.91%， 远高

于无风险利率。

五维度重构战略运营体系

东方明珠打造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东方明珠12月24日晚间公告发布了年

终战略，重启“BesTV”大品。 同时，公司预

计今年实现营业收入210亿元，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30亿元。

东方明珠在2015年着重推动资产重组，

并开始搭建互联网传媒生态。 2016年，东方

明珠将继续定位打造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

以大屏和移动端作为切入口，打造互联网电

视业务的第一入口。

目前， 公司OTT月活跃用户达到800

万，BesTV� APP达到100万日活跃用户，与

兆驰股份合作年底销量达到百万。 东方明

珠有望在2016年营业收入进入中国互联网

企业排名前十， 利润进入互联网企业排名

前五位。

“BesTV” 品牌强势归来

据SMG总裁、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军介绍，今年东方明珠的

业绩已经超出往年，也超出了在资产重组初

期提出的业绩预期。

东方明珠董事、 总裁凌钢表示，2015

年， 东方明珠加快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的

落实，积极探索、明确了东方明珠未来的发

展思路，并通过内容、渠道、管理、经营、平台

五个维度对东方明珠的战略运营体系进了

重构。通过这五个维度优化并完善了互联网

媒体生态， 加快东方明珠实现从产品运营、

业务经营向平台运营、用户经营的转型。 东

方明珠明确“打造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强

大媒体业务是产业发展的根基；以‘大屏’

和移动终端作为互联网电视的切入点，打

造互联网电视业务第一入口； 打造互联网

媒体生态系统，实现受众向用户转变、实现

流量变现的商业模式” 的基本定位。 凌钢

称，经过一年的努力，东方明珠已经成功实

现了三个运营模式的转变： 从产品运营向

平台运营的转变； 从业务经营向用户经营

的转变； 从经营获利向经营与资本获利并

举的转变。

自百视通与东方明珠合并以来， 此前

“BesTV” 品牌一直被弱化。 东方明珠此

次提出，已经统一了SMG旗下的互联网媒

体品牌，BesTV是SMG统一的互联网媒体

品牌， 统一品牌的背后逻辑则是统一的用

户，搭建统一的平台，统一规划的产品体系

和互联互通的渠道。“BesTV” 品牌正强势

归来。

凌钢认为，2015年， 东方明珠实现战略

目标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更加明确，已经

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做了全面的业务布局和

资源准备；现有的组织架构、人员团队、管理

制度、业务流程、运作机制与上市公司发展

要求更加匹配。

构建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

在本次发布会上，东方明珠详解了五大

方面的战略。 东方明珠提出，2016年，OTT

月活跃用户达到2500万，成为互联网第一入

口，同时移动客户端达到1000万，进入行业

前10。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的运营体系是

关键。目前，东方明珠运营体系主要包括：内

容引入、产品设计、产品运营、市场营销以及

流量变现五个方面，在每个方面都已经形成

了独特的做法。

在内容上，东方明珠已经形成中国互联

网媒体电视端 、 移动端最大版权库 ，

“BesTV” 合作对象覆盖全国300多省市

台，同时拥有多家国际合作伙伴。 2016年，

上市公司版权采购投入将超过15亿元，联

手SMG版权采购，版权采购总投入将超过

20亿元。 游戏战略上，2016年，东方明珠在

游戏领域将实现上线主机100款大作品，

实现主机用户百万级数字的双百战略。 这

是游戏主机市场盈利的基础与拐点， 同时

将扶持上线一批国产游戏， 发行1-2款世

界级大作并启动云游戏体系建设。 技术战

略上， 东方明珠将打造融合开放的互联网

电视技术平台， 提供以大数据为核心的运

营平台、 开放的技术服务能力、 开放应用

商店。 营销战略上，东方明珠提出2016年

将打造 “数字魔方战略” ， 实现产品和模

式创新。

此外，在战略与投资上，东方明珠将

加快并购重组， 初步构建互联网媒体生

态系统。 据悉，自重组以来，东方明珠已

成功实施10个投资与并购项目， 交易金

额近50亿元。 东方明珠下一步将继续加

快并购重组， 初步构建互联网媒体生态

系统。

鲁银投资

终止筹划资产重组

□本报记者 王荣

鲁银投资12月24日晚间公告称，由于相关各方仍未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为切实维护全体股

东的权益，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山钢集团10月21日公告拟筹划涉及重大事项并停牌。

公告显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

拟购买的资产主要范围初步确定为山钢集团及所属企业持

有的银行类资产及房地产类资产。

山钢集团表示，停牌期间对交易方案进行多次商讨、论

证、初步选定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资产进行初步尽职调查

及审计、评估工作等。由于相关各方仍未对公司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相关各方决定终止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

后的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