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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增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2月1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根据
万得资讯统计数据， 沪深两市共有21家上市公
司发布了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预计
业绩实现同比增长（包括预增、扭亏、略增）的
公司为13家，占比超过六成；预计业绩亏损的公
司（包括续亏和首亏）有6家；另有1家预计略
减，1家表示不确定。
在上述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的21家公司

中，预计同比增长的公司占比为62%；预计亏损
的公司占比为28.57%。 部分发布首季业绩同比
增长的公司股票表现明显好于同期大盘， 其中
融捷股份、 先导智能等表现抢眼。 今后一段时
间，预计一季度业绩明显增长的公司值得关注。
在业绩预计增长的上市公司中， 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报表合并范围扩大，即由于去年进行
了收购或者资产重组， 有新的子公司纳入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 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及
利润都有增加；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增长带

动业绩同比增长。
长方照明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7.69%-105.03%， 净利
润1300万元-1500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康铭盛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纳入
财务报表合并范所致。 宝德股份等情况类似。
齐星铁塔则预计，2016年一季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万元-800万
元，变动幅度为同比上升136.78%-173.56%。 公
司表示，公司成本费用管控水平提升，市场拓展

效果显著，产销量稳步增长。 此外，先导智能预
计，201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上升77.92%-106.23%。 业绩变动
原因是，行业市场走势向好，销售收入增长导致
业绩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嵌套式软件增值税退
税对净利润贡献金额为727.34万元。 这类公司
还有融捷股份、雷柏科技、精华制药等。
业内人士表示， 主业向好带来的业绩增长
更为可靠，较长时间内其趋势性难以改变，这类
公司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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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科耐
去年净利增253%
伊 科 耐 （830986）2 月 17 日 晚 发 布
2015年年报。 公司2015年实现营收1091.1
万元，同比增长32.61%，实现净利润58.76
万元，同比增长253.54%。
伊科耐表示，公司正逐步向互联网行
业转型， 推进做优做强游戏全产业链、打
造泛娱乐生态圈、 广泛参与医疗信息化
“三步走” 发展战略的实施。 未来三年，公
司计划完成多家游戏上下游产业链相关
企业的并购和组建，搭建自主页游运营平
台和手游发行平台，实现游戏全产业链发
展。 （蒋洁琼）

面临资产注入和重组整合

军工行业发展长期向好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2月17日，A股市场军工股强势上涨，航天
晨光、中航黑豹、川大智胜、长春一东、中原特
钢等多家公司涨停。
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2月17日，33家A
股国防军工上市公司中，已有两家发布了2015
年年报， 业绩均为同比增长；17家发布了业绩
预告，预喜11家，预亏预减8家。
多家券商分析认为，受军队改革、军工科
研院所改制等催化，军工行业不改长期向好
趋势。

航天装备领域业绩表现突出
在17家发布2015年业绩预告的军工上市
公司中，7家预增，1家扭亏，1家续盈，4家预减，
4家亏损。 其中，亚星锚链、钢构工程、成飞集
成、 航天通信4家公司净利润预增超过100%，
博云新材、中国重工等公司业绩亏损严重。
梳理发现，亚星锚链、钢构工程、航天通信
等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受益于投资收益和
出售资产。 博云新材、中国重工、*ST舜船等公
司业绩大幅下滑，部分原因是计提了大额资产
减值准备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从细分板块看， 净利润增幅较大的板块
主要集中在航天装备和军工信息化装备。 成
飞集成、北斗星通、振芯科技等公司净利润
增幅均超50%。 以振芯科技为例， 公司预计
2015年净利润7750万元-8450万元，同比增
长50.43%-64.02%。 振芯科技表示，公司加
快实施“1+N” 战略，全面布局卫星导航、卫
星通信、卫星遥感应用产业链，大力推进卫
星互联的综合应用。 公司北斗应用业务和设
计服务在报告期内继 续 实 现 了 较 大 幅 度 的
增长。
船舶制造子行业则成为亏损重灾区。 中国
重工预计，2015年净利润亏损25亿元-28亿

部分军工企业2015年业绩预告情况
证券简称
亚星锚链
钢构工程
振芯科技
成飞集成
北斗星通
海特高新
*ST舜船
中航黑豹
中国重工
博云新材
航天通信
上海佳豪
四川九洲
四创电子
航新科技
耐威科技
太阳鸟

预告类型
预增
预增
预增
预增
预增
预减
续亏
续亏
首亏
首亏
扭亏
略增
略增
略增
略减
略减
略减

业绩预告摘要
净利润增长500%—550%
净利润增长100%—150%
净利润约7750万元—8450万元
净利润约6717万元—8778万元
净利润约4600万元—5500万元
净利润约3159.34万元—7898.34万元
净利润约-58亿元—-49亿元
净利润约-22100万元
净利润约-28亿元—-25亿元
净利润约-16500万元—-12500万元
净利润约2000万元—3000万元
净利润约5050万元—5986万元
净利润约21000万元—22700万元
净利润增长20%—45%
净利润约6837.27万元—7641.66万元
净利润约4800万元—5200万元
净利润约1327.64万元—1991.45万元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元， 同比下滑223.01%；*ST舜船预计，2015年
净利润大幅亏损49亿元-58亿元， 同比下滑
220.81%。 由于2015年全球船舶行业面临严峻
的经营形势，新船市场成交低迷、价格下行，上
述公司的经营利润大幅减少。
国防军工行业在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下
滑明显。 从已公布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
2015年全年军工行业业绩下滑的趋势并没有
改善。 浙商证券研报显示，国防军工行业去年
第三季度单季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锐减
151.89%， 在申万一级行业中表现靠后。 而在
2015年年报业绩预告中，不少公司的净利润增
幅与三季度相比增幅缩小。

行业发展趋势向好
分析人士认为，传统军工行业不能光看业
绩基本面，其估值往往由将来注入的资产能够
增厚的业绩来决定。 受军队改革和军工资产证
券化加速等多重利好影响，军工行业不改长期
向好趋势。
2016年以来， 军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当前进入到具体方案逐步落地的阶段。 广发
证券研报认为，军改将带来的军工装备需求
新变化。 军队编制调整、建立联合作战指挥
体系，将实现各军兵种均衡发展、提高军队
现代化水平，将为海、空装备的快速发展带

招商银行
去年净利润增长3.11%

来机遇， 进一步增加对信息化装备需求。 战
略支援部队的成立， 突出了新型作战力量的
重要性，航天、太空、网络和电磁装备有望快
速发展。 同时，军改将推动国防工业改革和军
民融合。 在军改、国企改革和科研院所改制的
共同催化下， 军工央企和国企的改革进程有
望加速， 军工股有望面临新一轮资产注入和
重组整合。
有媒体报道称， 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
的部分方案已成稿并报审， 即将进入发布程
序阶段。

投资机会受关注
2016年是“十三五” 开局年，是国防科技
工业改革、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年。 方正
证券首席分析师韩振国认为，各军工集团下属
上市公司和民参军企业将全面受益于军工改
革和军民融合两个维度的改革红利。 同时，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受益
于武器装备建设投入，军工行业是为数不多的
高确定性成长行业。
综合多家券商研报分析，2016年军工投资
可以关注武器装备发展、军民融合和资产整合
三条主线。
在武器装备方面，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
身化、无人化是未来发展趋势。
军民融合方面，2016年的机会不仅在民参
军，也在军转民。 对于大多数民参军公司而言，
今年进入业绩检验期。 可以关注有业绩、估值
合理的标的。
资产整合方面， 随着军工科研院所改制
方案出台， 军工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军工集
团的改革也将全面展开。 以国有核心军工企
业资产证券化为指引， 对国有大型军工集团
进行资产重组，扩大资产证券化平台，提升资
产效率，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改造，实现
整体上市。

兖州煤业拟海外资产证券化融资9.5亿美元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兖州煤业和子公司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
公司董事会2月17日双双决定，以兖煤澳洲旗下
拥有的艾诗顿、澳斯达及唐纳森3个煤矿资产为
全资SPV，在其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通
过出让经营权实施资产证券化，融资9.5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61.75亿元。
兖州煤业董事、董秘、副总经理张宝才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此举对于兖煤澳洲公司意
义重大，盘活自身资源，拓宽融资路径，为公司
业绩增长和重要项目资本支出提供保障； 该融
资方案在澳大利亚资本市场属首创， 将为中资
企业海外资本运作积累宝贵经验。

创新融资手段
根据方案， 兖煤澳洲以全资设立的卧特港
矿业有限公司（“
SPV公司” ）为本次债券发行
主体，该公司100%拥有澳思达煤矿、艾什顿煤

矿和唐纳森煤矿三座煤矿资产， 资产价值约为
13亿澳元。 SPV公司将出资13亿澳元从兖煤澳
洲公司购买这部分资产，所需资金将由兖煤澳
洲公司向SPV公司提供贷款， 并按年利率9%
（浮动利率，最低9%）向兖煤澳洲公司支付利
息。 兖州煤业控股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对兖
煤澳洲公司向SPV提供的13亿澳元贷款提供
担保。
债券分两部分同时发行， 第一部分约7.6
亿美元， 为固定利率， 年化利率平均约为
8.64%；第二部分约1.9亿美元，为浮动利率，
浮动范围在0%-15%之间，9年期限内， 平均
年固定基准收益率6.84%，实际取决于发行人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的完成情况。
张宝才介绍， 这一融资方式在澳大利亚属
于首创。 此次以有形资产证券化融资，参照了国
际市场中长期债券收益与投资风险相配比，以
基础资产为支撑，增加了债券浮动收益条款，实

现投资方与资产利益捆绑， 以及发行人与投资
者的双赢。 前期共有8家境内外投资者有意此项
目，最终三家机构参加本次认购。

兖煤澳洲逐步“断乳”
煤炭行业进入低谷期，煤价持续低迷。 在全
球煤炭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亏损面不断扩大的
情况下，兖煤澳洲通过采取实施商业模式转型、
套期锁定汇兑损益、 与西澳政府电厂谈判调高
煤价、 成功发行18亿美元混合债， 优化资本结
构，连续两年实现大幅减亏。
资料显示， 兖煤澳洲2014年较上年大幅减
亏56%，2015年上半年同口径减亏35%，呈现逆
势发展劲头。 同时，兖煤澳洲也存在着资金缺口
大、负债率高、融资过度依赖母公司等问题。
张宝才表示， 此次融资项目对于兖煤澳洲
熬过行业“寒冬” 具有重要意义。 融资完成后，
兖煤澳洲可以实现SPV公司出表， 进一步改善
兖煤澳洲的财务状况， 预计2016年兖煤澳洲公

司财务报表减少亏损2亿澳元。 此外，通过本次
融资，兖煤澳洲可以筹集到9.5亿美元资金、盘活
现有资产、增加流动性，将降低对大股东的资金
依赖，自行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未来可能通
过与若干家银行建立合作关系， 有助于夯实兖
煤澳洲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进一步推进财务
和融资的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融资所募集资金中，5.5
亿美元将用于公司旗舰项目莫拉本煤矿二期扩
产的资本开支。 该项目为全澳洲为数不多的盈
利煤矿之一， 其扩产将显著提升兖煤澳洲的盈
利能力。
据介绍， 莫拉本煤矿二期扩产项目包含一
个新的露天矿和一个井工矿， 扩产计划全部完
成后， 预计露天及井工矿合计离矿成本可降至
23.55澳元/吨，2018-2020年可实现年产2100
万吨， 分别实现税前利润4.04亿澳元、4.78亿澳
元、6.05亿澳元。 目前，莫拉本二期扩产项目正
在有序展开，预计2016年第三季度全面投产。

联手住友化学等海外企业

东旭光电2月17日与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东
友精细化学株式会社及拓米国际有限公司签署
协议， 四方将共同投资设立旭友电子材料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拟采购、生产和加工偏光片
及在中国境内销售。
业内人士指出， 偏光片是液晶面板成像
关键原材料之一， 生产技术一直掌握在日韩
等少数厂家手中。 国内偏光片市场空间很大，
此次投资有利于帮助东旭光电占领国内高端
市场。

液晶面板关键原材料
根据公告，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81.5亿日
元， 各方均以现金缴付。 其中东旭光电出资
92.565亿日元（约5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51%。 合资公司的经营规模以年产超过2000万

平方米的偏光片原卷为目标， 具体可根据经营
状况予以调整。
东旭光电偏光片项目负责人王俊明表示：
“预计项目2019年全部投产， 投产后达到年销
售收入至少20亿元。 ”
据介绍， 偏光片是一种贴合在上下两片液
晶玻璃基板外面的光学膜， 是液晶面板成像的
关键原材料之一， 生产技术一直掌握在日韩等
少数厂家手中， 国内面板厂商长期以来高度依
赖 进 口 。 截 至 2015 年 底 ， 中 国 大 陆 8.5 代
TFT-LCD面板生产线有8条已经量产，3条在
建，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第8.5代液晶面板生
产市场。 国内面板生产企业对偏光片等核心原
材料国产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国内TFT-LCD用
偏光片市场空间值得期待。
根据群智咨询的统计数据，2014年国内面
板厂的偏光片需求约6500万平方米， 预计到
2018年所有面板产线 （含LCD、AMOLED产

线）的年需求量将高达1.4亿到1.8亿平方米，年
均增速接近30%。 不过，全球近80%的偏光片生
产依赖于日本企业的技术，目前日本的日东、住
友化学及韩国LGC三巨头占据国内市场50%以
上的份额。
本次与住友化学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有利
于公司快速抢占国内大尺寸液晶面板偏光片市
场，有效填补国内偏光片原卷生产的空白。 与住
友化学的合作， 将有效地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
精细化管理。

又一核心支柱产业
东旭光电相关人士表示， 推进高端显示材
料偏光片生产， 只是东旭光电构筑千亿平板显
示产业战略规划中的一环。
据介绍，东旭光电拥有的第5代、第6代液晶
玻璃基板生产线均已实现了稳定量产， 并已销
往京东方、龙腾光电、中航光电、中华映管等主

国药集团筹划重大事项

国药股份今起停牌
国药股份2月17日晚发布公告称， 接到
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简称“国
药集团” ）通知，为履行相关承诺，解决涉及
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国药集团正在筹划涉
及国药股份经营业务的重大事项。 鉴于该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可能涉及重大资
产 重 组 ， 经 公 司 申 请 ， 公 司 股 票 自 2 月 18 日
起停牌。
公司承诺， 公司将敦促国药集团尽快确定
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
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事项进展
情况。
据了解， 国药集团旗下另外两家上市公司
国药一致和现代制药因国药集团拟筹划重大事
项已于2015年10月停牌。 （蒋洁琼）

浦东国资委策划重大事项

上工申贝今起停牌
上工申贝2月17日晚公告称， 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浦东国资委” ）
通知， 浦东国资委正在策划与公司相关的重
大事项， 该事项尚待讨论研究， 具有不确定
性。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月18日开市起
停牌。
公司表示， 将保持与浦东国资委的密切联
系，尽快确认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
停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
事项进展情况。 （蒋洁琼）

三一重工
获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三一重工2月17日晚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国防科
技工业局颁发的 《武 器 装 备 科 研 生 产 许 可
证》，有效期至2021年1月。 根据相关规定，公
司具备从事许可范围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
动的资格。
三一集团董事、 高级副总裁赵想章此前表
示， 企业要获得军工项目通行证， 需要四个资
质：生产许可证；符合军标的质量管理体系；装
备承制单位资质；保密资质。 （任明杰）

永贵电器拟收购翊腾电子

东旭光电进军偏光片产业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招商银行2月17日晚发布业绩快报。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4.62亿元，同比增长
21.4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576.51亿
元，同比增长3.11%；基本每股收益2.29元；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7.07%。
根 据 公 告 ， 截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资产总额54784.23亿元， 负债总额51166.34
亿元，股东权益3617.89亿元；期末公司不良
贷款率为1.68%， 较上年末增加0.57个百分
点。 （任明杰）

要面板厂商。 此外，公司计划在福建投建3条第
8.5代玻璃基板产线， 巩固公司液晶玻璃基板龙
头地位。 同时， 公司引进日本印刷株式会社
（DNP）先进技术进入彩色滤光片领域，并在高
端显示材料蓝宝石、 新材料石墨烯等领域有所
布局。
而住友化学1988年起开始生产销售偏光
片， 掌握着世界领先的偏光片生产技术及研
发能力，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均设有偏光
板生产线，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25%。 国海证
券分析师指出：“携手全球偏光片巨头住友化
学，有助于东旭光电快速切入偏光片领域。 ”
偏光片产业将是公司继液晶玻璃基板之后的
又一核心支柱产业， 与公司现有的液晶玻璃
基板、彩色滤光片、盖板玻璃、蓝宝石等产业
形成协同效应， 成为国内领先的平板显示材
料综合供应商， 进而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行
业地位。

永贵电器2月17日晚公告， 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翊腾电子100%股权；
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85000万元。
根据公告，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104300万
元， 股票发行价格为30.63元/股。 根据业绩承
诺， 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两个会计年度
（即2016年、2017年），翊腾电子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750万元、
10937.50万元。
翊腾电子是华东地区电脑及消费电子元器
件产品及服务的领先供应商。通过本次交易，上
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现有连接器产品的应用市
场，实现向3C连接器市场领域的延伸，打造连
接器全产业链。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
3C连接器和精密结构件领域进行扩张，形成轨
道交通连接器、 电动汽车连接器、3C连接器和
精密结构件多元化发展。同时，翊腾电子将与永
贵电器产生良好的市场协同效应， 构建新的业
务增长点。 （王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