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投资净收益（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投资净收益占净利润之比

000711.SZ *ST

京蓝

645,428,209 37,626,058 1715.4%

000627.SZ

天茂集团

543,511,026 247,266,666 219.8%

600722.SH *ST

金化

422,124,228 244,449,588 172.7%

600531.SH

豫光金铅

277,426,517 12,505,364 2218.5%

002168.SZ

深圳惠程

201,433,588 128,331,538 157.0%

600816.SH

安信信托

190,473,069 1,722,148,467 11.1%

600764.SH

中电广通

46,543,372 -124,993,306 N/A

000975.SZ

银泰资源

37,890,255 247,913,388 15.3%

600063.SH

皖维高新

34,038,847 109,231,225 31.2%

300125.SZ

易世达

32,383,280 8,029,024 403.3%

部分2015年实现较大投资净收益的上市公司

长园集团拟募资投智能电网

长园集团2月4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以不低于12.28元/股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6514.66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亿元，其中，5.6亿元

拟用于智能电网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2.4亿元拟用于偿

还银行借款。 公司股东沃尔核材拟认购金额为1亿元至2亿元，按最

高发行6514.66万股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依旧不存在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告， 智能电网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预计总投

资9.04亿元，主要包括智能电网系列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两部分，具体

产品包括智能变电站产品、智能配电网产品及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该

项目建设期计划为3年， 完全达产后预计每年新增营业收入24.90亿

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0.86%。

同日，公司发布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129名激励对

象授予合计66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82元/股。（刘杨）

频繁买卖公司股票后提议高送转

丹化科技股东董荣亭被上交所公开谴责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日常信息披露监管中发现， 丹化科技股东董

荣亭在股份买卖方面存在违规事项，决定对其予以公开谴责。此项纪

律处分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

档案。

经上交所查明，截至2014年11月19日，董荣亭持有丹化科技股

份4,022.63万股， 占丹化科技已发行股份的5.166%。 2015年6月30

日，董荣亭买入丹化科技143.41万股，又卖出100万股；7月1日，董荣

亭买入丹化科技194.55万股，又卖出192.80万股；7月2日，董荣亭买

入丹化科技18.25万股，又卖出6.91万股；7月3日，董荣亭买入丹化科

技312.46万股；7月6日， 董荣亭买入丹化科技273.61万股， 又卖出

105.33万股。

2015年7月27日，董荣亭本人并受部分中小股东委托，以书面形

式向丹化科技递交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提案，提议公司2015年中

期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股本总数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上交所表示，董荣亭作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在六

个月内买入后又卖出丹化科技股票以及在卖出后又买入的行为均构

成了短线交易，违反了《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且其在提议高送转前的短期内多次发生该类违规，

交易股份数额和金额十分巨大， 违规行为的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周松林）

泛海控股拟购民生信托59.65%股权

泛海控股2月4日晚公告，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

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国泛海持有的民生信托59.65%股

权（对应178,950万元出资额），收购价格为272,961.98万元，折合

每股约1.525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泛海控股将通过武汉公司持

有民生信托59.65%股权， 通过浙江泛海持有民生信托25%股权，合

计持有84.65%，从而取得民生信托控股权。

民生信托拟在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新增注册资本40亿元，

使注册资本由30亿元增至70亿元。 泛海控股全资子公司武汉公司将

在受让中国泛海持有的民生信托59.65%股权后，参与民生信托本次

增资，即武汉公司拟出资568,720万元，按每股约1.422元的价格，认

缴民生信托本次新增注册资本40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泛海控股

将通过武汉公司持有民生信托约82.71%股权，通过浙江泛海持有民

生信托约10.71%股权，合计持有民生信托约93.42%股权。（王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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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ST公司开启新一轮脱星摘帽之旅

□本报记者 王维波

随着年报季的展开，ST公司开启新一

轮脱星摘帽之旅。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

稿，*ST融捷、*ST金化公告股票将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ST春晖、*ST京蓝、*ST霞客公告

已向交易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根据万得数据统计，2015年年报披露

之后， 至少有17家*ST公司可能实现摘星

脱帽。 这17家公司都已经预告其2015年业

绩已实现扭亏为盈。

两*ST公司5日摘帽

*ST金化2月3日晚公告称， 因2013年、

2014年连续亏损，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1

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而公司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

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44,449,588.22元， 截至2015年12月31

日净资产为855,318,619.31元。 公司2015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涉及退市风

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

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的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6年2月3日同

意了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2016年2月5日。

*ST融捷当日晚也公告称， 根据201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2015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 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现已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批准。 自2016年2月5日开市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ST融捷2015年报，公司2015年

彻底完成业务转型和战略调整， 沥青业务

和资产已基本清理完毕， 通过新设立控股

子公司分别进入电子书包和锂电池系统领

域， 进一步拓展了新的业务领域和利润增

长点。 公司的定位和发展规划是以锂产业

链发展为核心，并延伸至新能源、新材料等

高新技术产业。

*ST金化在2015年也实施了重大资产

重组，将原有PVC相关资产、负债及沧骅

储运100%股权出售给冀中能源，出售后公

司主要业务由PVC及甲醇生产、销售变更

为甲醇生产、销售，有效提升了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公司提出撤销申请

*ST霞客2月4日晚公告， 鉴于公司股

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和退市风

险警示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 现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其他

风险警示处理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2月3日晚，*ST春晖也公告称， 经审

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5,533,691.29元。 公司股票

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

除， 也不存在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情形。 因此，公司于2月2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

险警示的申请。

*ST京蓝日前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

示的申请。该公司经审计的2015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626,

057.58元。

华策影视拟投资景域文化进军O2O旅游

□本报记者 傅嘉

华策影视2月3日晚公告称，公司拟投

资2.5亿元参与景域文化的定增，进而将业

务延伸到O2O旅游领域。

景域文化估值60亿元

景域文化是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业务范畴主要包含线上B2C的驴妈妈旅

游网， 以及线下B2B的奇创旅游规划咨

询机构、景域旅游营销服务公司、景域旅

游发展公司等。 财务数据显示，景域文化

2015年1-5月份的营业收入达7.9亿元，

其中驴妈妈线上业务贡献度达95%，线

下业务贡献度占比为5%左右。 2013、

2014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7亿和13.9亿

元，增长率达100%。

驴妈妈、携程、途牛等虽同为在线旅游

的竞争对手，但各有各的定位。驴妈妈以在

线门票预付及周边休闲游为核心优势，向

其他旅游领域进行辐射。 根据艾瑞咨询报

告，驴妈妈在中国5A/4A景区在线预付市

场的份额占比达26.6%，位列市场第一。 而

携程以机票、酒店预定起家，去哪儿以搜索

模式占得先机， 途牛侧重于出境跟团游业

务，艺龙主推酒店预订管理。

此次华策影视将以参与定增的方式投

资景域文化成为其股东。定增方案显示，景

域文化此次定增募集资金8亿元， 目前确

认参与定增方除了华策影视之外， 还有上

海村华中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

基金将认购3.5亿元。 华策影视将以55.56

元/股的价格现金认购景域文化本次定向

发行的450万股股份，认购资金总额为25,

000万元，认购完成后，占景域文化发行后

总股本的4.31%。 照此推算，景域文化的估

值已经接近60亿元。

景域文化此次定增募集资金的主要用

途是补充流动资金，并推动主业的发展。

“SIP+X” 战略启动

此次对O2O旅游领域的投资，是华策

影视对一个新领域的尝试，被视为华策影

视启动以“SIP（Super� IP）+X” 为驱动

的全新泛娱乐消费生态计划的开始。

华策影视近年来斥下重金网罗了众

多在国内顶尖IP，阵容相当豪华。 眼下公

司正全力推进全网剧、电影、综艺节目等

板块的“爆款、网红、现象级” 产品，打造

具有全息商业价值、链接泛生活消费领域

的SIP；同时，通过紧握规模化SIP爆款内

容的“价值+粉丝” 红利，公司意图以各泛

消费行业为切口，打造“全新消费场景” 。

进入到2016年以来，华策影视的动作

颇为密集。 公司近日刚刚宣布重量级IP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于大年初三开机，

并且敲定赵又廷和杨幂为男女一号。

从此次华策影视的战略选择方向上来

看， 尽管旅游O2O领域竞争不断加剧，但

旅游市场仍然有很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统

计，我国人均GDP已突破8000美元，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为5.2万元人民币，居民

对旅游消费的需求逐年上升， 旅游市场的

整个空间仍然足够大。

首航节能拟合作开发钍核电堆

首航节能2月4日晚公告， 公司与以色列Ben-Dak/Galperin-

Team于近日签署了在钍基核电堆方面合作的备忘录。 公司股票将

于2月5日复牌。

根据备忘录， 公司与Ben-Dak/Galperin团队将共同合作进入

钍核联合研发阶段，研发工作确定分四个阶段进行，并定期提交进度

报告。 根据项目投资情况，首航节能占50%，由Ben-Dak/Galperin

团队组成的新地平线集团占50%。根据项目进展，后期另行确定设立

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钍核电站。

目前核能发电是以铀235为主要原料， 但铀含量高的矿藏正在

急剧减少。 能取代铀235的核燃料之一是铀233，但它在自然界并不

存在，需要由钍233来制造。 据介绍，钍基燃料循环具有非常多的优

势，未来在中国及全球的发展前景广阔，对实现全球清洁能源占比持

续提升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公司表示，合作事项如果能按照约定的阶段顺利实施，未来公司

将有望在钍核电站及相关领域获得突破并占据领先。（刘杨）

渤海活塞将获北汽23亿元资产注入

□本报记者 康书伟

新控股股东北汽集团的资产注入将打

开渤海活塞的发展空间。 渤海活塞4日晚

公告， 公司拟向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其

所持有的滨州发动机100%股权和泰安启

程车轮制造有限公司49%股权， 交易价格

分 别 初 步 确 定 为 216119.32 万 元 和

16013.66万元。其中，交易价格的15%部分

以现金支付， 剩余由渤海活塞发行股份支

付。交易完成之后，渤海活塞将直接持有滨

州发动机100%股权，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

泰安启程100%股权。

同时，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86510.2万元，北汽集

团认购金额不低于3亿元。 募集资金将用

于滨州发动机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

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以及前瞻技术研发

中心等。

北汽集团操刀

2015年6月， 渤海活塞原控股股东滨

州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渤海活塞32.06%

股权以无偿划转的方式转让给北汽集团，

北汽集团成为渤海活塞新的控股股东。

2015年10月30日，渤海活塞宣布重大事项

停牌，北汽集团操刀渤海活塞重组事宜。

此次定增对象之一的海纳川是北汽集

团控股子公司， 囊括了北汽集团大部分的

零部件资产， 近三年来其营业收入和营业

利润连续快速增长。 在此次重组前，海纳川

将其持有的泰安启程51%股权、英瑞杰40%

股权、翰昂20%股权、天纳克减振35%股权、

天纳克排气49%股权无偿划转至滨州发动

机， 通过将滨州发动机注入渤海活塞实现

了海纳川旗下优质零部件资源的注入。

此次注入的资产业务涵盖发动机、轮

毂、汽车热交换系统、机动车减振悬挂系统

以及汽车排气系统等， 北汽集团俨然将渤

海活塞视为其汽车零部件资产的整合平

台。此次交易完成后，渤海活塞将由单一活

塞生产企业向综合性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

企业发展， 依托北汽集团及海纳川资源优

势，布局包括汽车动力系统、热交换系统、

底盘系统在内的汽车核心部件系统和车身

轻量化领域。

盈利能力获提升

此次优质资产的注入对于渤海活塞业

绩的提振将有明显贡献。 渤海活塞是国内

最大的活塞生产企业，多年国内排名第一，

但近两年因商用车市场出现萎缩， 活塞业

务增长受阻，2014年产销量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滑，2015年度净利润预计将大幅下

滑70%-80%。

而此次获注入的英瑞杰、翰昂、天纳克

排气、天纳克减振四家参股公司有较好的盈

利能力， 近三年累计向海纳川现金分红

24378.82万元，为海纳川提供了稳定的现金

流。 假设本次交易于2015年初完成，则完成

资产整合后的滨州发动机和泰安启程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合计为19408.45万元。

此外，此次注入的滨州发动机选址铝资

源丰富的滨州，将获得低价优质液态铝生产

铝制品汽车零部件，将大幅缩减铝制品汽车

零部件的成本，为公司发展轻量化及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提供有力支持。

中信证券七涉案高管返回

1月份亏损6亿元

中信证券2月4日晚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获悉，公司前期协助

或接受有关机关调查的徐刚、葛小波、刘威、陈军、闫建霖、祁曙光、陈

荣杰已陆续返回工作单位或住所。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结合之前公告信息，前期协助或接受有关机关调查的高管中，中

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和金融业务部负责人房庆利并未出现在此次公

告的返回名单中。

中信证券同日发布的财务数据简报显示， 公司母公司1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13028万元，净利润-60773万元；公司下属2家证券子公

司中信证券（山东）、金通证券分别实现净利润755万元和-41万元。

公司称，受2016年1月证券市场波动影响，公司持有的金融工具公允

价值本期变动产生损失，对该月财务数据影响较大。 （张玉洁）

半数投资收益来自处置资产

39家公司去年实现26亿元投资净收益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2月4日收盘已披露年报显示，

2015年上市公司在投资业务方面的风险

总体可控，一些企业的投资净收益扛起了

公司全年净利润，部分企业的投资净收益

甚至数倍于公司全年净利润。

平均投资收益0.67亿元

Wind数据显示， 目前有39家公司

在年报中披露了投资收益，共计实现投

资净收益26.13亿元， 平均投资收益达

0.67亿元。 其中，仅天目药业和海翔药

业投资净收益为负， 分别为-763.73元

和-254.4万元；其余37家公司投资净收

益均为正。

投资净收益绝对值居前的公司有

*ST京蓝、天茂集团、*ST金化、豫光金铅、

深圳惠程和安信信托， 它们2015年的投

资净收益分别为6.45亿元、5.43亿元、4.22

亿元、2.77亿元、2.01亿元、1.9亿元。

从投资收益占净利润比例来看，豫光

金铅、*ST京蓝、易世达、西藏旅游、天茂

集团、*ST金化、深圳惠程、祥龙电业等8

家公司2015年实现的投资净收益已经超

过了公司全年净利润，它们的投资净收益

与 净 利 润 之 比 分 别 为 2218.45% 、

1715.38%、403.33%、383.14%、219.81%、

172.68%、156.96%和125.99%。

剥离资产改善业绩

处置非上市公司股权资产收益，是前

述公司投资收益的主要来源。

如*ST京蓝2015年6月启动重大资产

重组，出售公司持有的商业地产板块及煤

炭/矿业板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从而获

得投资收益。 类似的还有西藏旅游、天茂

集团等公司。

刘益谦旗下的天茂集团投资收益大

幅度增长， 主要是财务处理方式调整所

致。 受石油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公司化工

主业下降明显， 公司2015年通过定增募

集资金收购并增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成为国华人寿的控股股东。

2015年年报显示， 天茂集团将持有的国

华人寿股权会计核算方法由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长期

股权投资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

本，增加了投资收益。

不乏交易高手

除了处置股权资产，上述公司中也不

乏投资高手。

安信信托2015年投资收益和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共计3.71亿元，比2014年增加

3.57亿元，增幅2461.19%，成为公司收入

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安信信托表示，在做

好各类风险评估后，公司对市场上具有投

资价值且收益率较好的金融产品进行了

投资，使得本年度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有了较大的增长。招商证券研报

分析认为，四季度市场反弹，安信信托持

有的资管计划价值回升，同时，公司通过

处置实现了收益。

随着年报的逐渐披露，上市公司中的

炒股高手也逐渐浮出水面。

深圳惠程1月28日晚披露的年报显

示，2015年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2833.15

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主要原因是公

司在剥离聚酰亚胺新材料资产和业务后

新增投资业务取得了较大数额的收益。报

告期内， 深圳惠程实现证券投资收益

11527.96万元 ，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2517.05万元， 证券投资收益占公司全年

净利润的9成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惠程的证券投资

基本避开了股市的剧烈波动期。 其2015

年中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实

现投资收益84,466,608.45元，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账面股票余额291,110元(全部

为中签新股)， 回避了证券市场回调和非

理性下跌的风险， 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

益。其2015年年报显示，公司2015年12月

31日证券投资账面余额为0，规避了证券

市场的调整和非理性下跌风险。根据公开

资料， 公司9月底重仓持有的ST景谷在

2015年四季度暴涨了近一倍。

身处周期性行业的豫光金铅则在

期货市场大展身手，极大地对冲了主业

下降的风险。 其年报称，2015年，公司主

要产品价格下降， 且人民币贬值造成一

定的汇兑损失。 不过，公司对主要产品阴

极铜、电解铅、黄金、白银进行套期保值，

灵活操作，期货收益完成3.15亿元，弥补

了主要产品价格下降对公司造成的不

利影响。

不过，整体来看，股票市场的剧烈动

荡使上市公司后续证券投资更加谨慎。

Wind数据显示，目前公布年报的公司中，

仅天茂集团目前还持有一定的金融证券

资产，但均是信托类固定收益产品，主要

为房地产信托和应收账款信托产品。

维冠视界拟对外投资拓展主业

维冠视界（835002）2月4日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

西维冠视界拟设立控股子公司山西麦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山西太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根据公告，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 其中，公司出资32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4.6%，王

小强、宋柏汝等8人出资17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4%。 本次对

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表示， 此次对外投资主要利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技

术以及规范化的运营流程体系开展智慧城市“互联网+”的大数

据运营业务，扩充现有的业务领域，促使公司成为更加完善的智

慧显示行业应用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及大数据运营商。（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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