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峰游渐入佳境

据去哪儿网机票大数据显示，2月22日元宵节之

后机票价格明显回落， 部分热门航线价格降幅达

50%。 业内人士表示，元宵节前后是错峰出游的最佳

时段，部分地区旅游市场将持续火爆。 周边游、游轮

游、景区游等将受到青睐，旅游板块相关上市公司将

受益。

错峰游出行日渐受到大众认可， 并对上市公司业绩

产生一定影响。据了解，错峰游涉及周边游、游轮游、景区

游、出境游等。

春节假期期间，传统自然山水景区客流企稳回升趋

势，黄山、泰山、张家界等景区客流增长均超过30%。

周边游方面，涉及上市公司包括中青旅等，中青旅旗

下乌镇、古北水镇周边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游轮游方面，

涉及上市公司包括凯撒旅游等； 景区游方面涉及上市公

司黄山旅游、宋城演艺、张家界、三特索道等；出境游方

面，涉及众信旅游、腾邦国际等。

元宵节后， 旅游市场通常进入一个月左右的淡

季， 这段时间也被错峰游人群视为最佳的出游时机。

与春节期间相比，多个OTA平台国内长线游、出境游

产品报价降幅明显，部分热门线路价格已接近“断崖

式” 下跌。

出游价格直线下降等原因，点燃错峰游行情。 途牛

网数据显示， 本轮错峰游在国内主要游集中在海南、长

三角地区、厦门、张家界、广西等目的地，“银发族” 、休

假时间宽裕的白领等群体成错峰出游主力军。

以海南省三亚市为例，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游客错峰出游的比例增加，春节过后仍有大量游

客陆续抵达三亚度假，预计春节黄金周将演变成“黄金

季” 。（蒋洁琼）

■ 责编：郭宏 美编：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2月23日 星期二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6

C

今年车市有望实现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车市取得开门红。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份，国内汽车共生产

245.2万辆，同比增长7.14%；销售250.06万

辆，同比增长7.72%，增速高于预期。 2016年

车市有望实现稳定增长。 从具体车型看，

SUV持续高速增长仍是车市稳定器， 并成

为上市车企， 特别是自主品牌车企盈利的

主要来源。 同时，受多重因素影响，备受市

场关注的新能源汽车1月份产销环比大幅

下滑。

1月车市开门红

根据中汽协的数据，1月份， 共生产汽车

245.2万辆，环比下降7.68%，同比增长7.14%；

销售250.06万辆，环比下降10.23%，同比增长

7.72%， 高于中汽协此前关于2016年汽车销

量同比增长6%的全年预期。

2015年，在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带动下，一

度岌岌可危的汽车市场最终实现“V” 型反

转， 产销分别达到2450.33万辆和2459.76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3.25%和4.68%。 中汽协表

示，2016年汽车销量预计增长约6%， 达到

2604万辆。

1月份的车市为2016年开了个好头。去年

9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5年10

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 对购买1.6升及以

下排量乘用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优惠

政策。 由于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占整个乘

用车市场的比重接近70%， 这一政策取得立

竿见影的效果， 并有望助力2016年车市实现

稳定增长。

随着汽车的普及，车市进入平稳增长期。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2.79亿辆，其中汽车1.72亿辆。 汽车产

业的盈利点逐渐由中游的汽车制造向下游的

服务环节转移，出行服务、汽车后市场随之蓬

勃兴起。 在此背景下，多家上市公司加大了对

汽车后市场的布局。

以金宇车城为例， 公司拟募资不超过

12.83亿元， 投向汽车后市场O2O平台建设、

汽车后市场网点建设项目， 以及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公司表示，基于“互联网

+” 和大数据的发展趋势，通过构建汽车后市

场O2O互联网平台，联接个人用户和商家，最

终实现线上预约、下单、支付、评价，线下服务

的经营模式。

SUV持续快速增长

从乘用车的情况看，1月乘用车共销售

222.87万辆， 环比下降8.74%， 同比增长

9.27%。 在乘用车细分品种中， 轿车销售

111.11万辆， 环比下降13.25%， 同比下降

9.06% ；MPV销售 26.14万辆 ， 环比下降

4.14%，同比增长15.90%；交叉型乘用车销售

7.13万辆 ， 环比下降 24.69% ， 同比下降

30.98%；而SUV则延续强势表现，1月共销售

78.49万辆， 环比下降1.14%， 同比大幅增长

60.51%。

未来5年，SUV市场预计仍将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 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部长杨大勇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发达国家的成熟乘

用车市场，SUV车型占整个乘用车销量的比

重在35%左右。 目前中国市场SUV车型的占

比仅有28%， 预计到2018年中国市场SUV车

型占比能达到35%。

作为车市稳定器的SUV车型，也是上市

车企， 特别是自主品牌乘用车企盈利快速

增长的催化剂。 长安汽车、长城汽车、江淮

汽车等上市车企均显著受益于SUV的快速

增长。 以长安汽车为例，2015年，公司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亿元

-101亿元，同比增长23%-33.58%。 公司表

示，合营企业长安福特新品锐界、金牛座上

市， 福睿斯的销量同比大增， 投资收益增

加。 重庆长安本部CS75、CS35等销量同比

大增。

从上市车企1月份产销数据看，SUV仍是

车企上市公司布局的重点和主要盈利点。 值

得注意的是， 合资品牌和中国品牌开始进入

短兵相接时代，2016年SUV市场的竞争将愈

发激烈。 一方面， 合资品牌通过不断价格下

探，开始蚕食中国品牌的领地；另一方面，以

长城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不断寻求向上突

破的空间。

新能源汽车开局不利

与市场整体取得开门红相比， 受多重因

素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1月份产销环比大幅

下滑。

据工信部的数据， 根据机动车整车出厂

合格证统计，1月份， 新能源汽车生产1.61万

辆，同比增长144%，但环比去年12月9.98万

辆的产量大幅下滑。 另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发布的统计数据，1月新能源乘用车

销量达13748辆，同比增长1.8倍，环比去年12

月3.7万辆的销量下降63%。

多重因素的累积造成了新能源汽车产销

的环比大幅下滑，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补贴方

面的因素。银河证券指出，2016年补贴水平下

滑将对第一季度的产销量产生一定影响。

2015年第四季度的高增长， 一定程度是地方

政府达标压力与赶乘补贴“末班车” 的结果，

供过于求的压力隐现。

此外， 财政部针对新能源汽车骗补行为

专项检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出清虚假需求。

财政部将组织全国35个专员办检查北京、上

海、江苏等25个省市，覆盖2013年-2015年度

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援的全部90家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并延伸至部分购买使用

新能源汽车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相关

部门。

不过， 新能源汽车短期受挫难掩长期增

长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 新能源汽车仍是

2016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各大车企重点发展

的车型。以长安汽车为例，根据公司十年新能

源发展战略， 未来将投资180亿元在纯电动

和混合动力两大技术平台上， 推出34款产

品，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产品中比重将逐步增

加。 在34款新产品中， 纯电动MPV车型占6

款。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表示，今年长安汽车

将推出9款新能源产品，包括基于欧力威打造

的纯电动车型。

宽松政策持续发酵

部分地区楼市暖春气息盎然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房地产刺激政策近期频频发布。继下调

非限购城市首付比例、上调公积金存款利率

之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

部下发通知，下调除北上广深之外地区房地

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同时，地方版的楼

市刺激政策也在陆续出台。在这些政策刺激

下，部分地区楼市回暖的态势明显。

外溢效应显现

小杨已在北京工作两年， 看到不断出

台的楼市刺激政策，购房成本有所下降，本

来没有购房计划的他也开始蠢蠢欲动。“在

昌平、顺义看了一些商住项目，不过都太贵

了，还贷压力太大。” 小杨表示，由于没有北

京户口， 不具备在北京购买普通居民住宅

的条件，他最终将目标定在了燕郊。 “找了

一些新盘项目，打电话过去人家说卖完了，

二期可能要到2017年开盘。 ” 由于担心房

价继续上涨， 小杨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房

子定下来。

春节过后，各地楼市开始回暖。 根据中

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中原地产监测的

54城市春节后首周基本都处于复苏过程中，

54城市整体签约达到3.5万套， 而春节前一

周只有2.84万套，但离市场正常状态的6.5万

套左右依然有明显差距。 预计在3月中旬市

场才会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

部2月19日下发通知， 下调契税和营业收征

收比例， 主要是针对北上广深之外的区域。

而此前下调首付比例的政策同样针对不实

施“限购” 的城市。业内人士指出，一线城市

房价持续上涨给置业带来压力，再加上刺激

政策绕开了这些实施“限购” 的城市，需求

外溢将会给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的楼市带来

积极影响，“限购” 城市周边部分热点区域

房价仍有上涨空间。“比如，受深圳房价持续

上涨的影响，部分购房者会在深圳周边的东

莞、惠州等城市置业，以锁定购房成本。 ”易

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不过，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师指出：“目

前少数三四线城市需求释放主要受利好政

策刺激影响且存在提前透支现象，随着政策

效应递减，未来楼市需求有限。 ”

一二线城市暖意浓

根据中原地产监测数据，节后首周一二

线城市楼市恢复速度明显超过了三四线城

市。 一线城市上周签约数据达到5820套，二

线城市签约21517套，均超过了春节前一周，

一二线城市相比节日前一周涨幅分别达到

了45%和27%。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系

列刺激政策陆续发布，从春节前的降低非限

购城市首付比例到契税、营业税减免，虽然

从政策覆盖面看， 绕开了北京等一线城市。

但从市场变化看，这些政策都不可避免会在

心理层面影响供需结构。 ”

据伟业我爱我家数据中心统计，春节后

首周（2月14日至2月20日），北京新宅网签

量仅为1006套。而二手住宅的网签量则高达

6048套，日均成交864套，节后首周交易量

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 成交均价为41490

元/平方米， 较2015年全年均价上涨5%左

右。 从数据来看，节后北京的新房市场表现

冷淡，市场回温缓慢。 而二手房日成交量仅

用3个工作日就攀升至1000套以上， 日均成

交量甚至超过了新房的成交总量，整个市场

迅速回到了节前连续两月成交量破两万的

火热态势。

新房开盘量少，项目供应量不足，是导

致新房市场冷淡的主要原因。北京房地产交

易管理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月内北京

无新建商品房住宅入市。从预售许可预告看

也无项目入市。 整体看，2月供应低迷，库存

持续降低。 目前北京市商品房住宅整体库存

只有70814套， 是2014年5月20日以来的最

低点。

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契税下调对于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将

产生影响。 严跃进表示：“近期一线城市部

分豪宅项目可能会因为此类政策的出台而

热销，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也比较明显。 ” 伟

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表示：“一线

城市大户型非普通住宅交易契税的降低，购

房成本的减少，有利于一线城市改善型购房

需求的持续释放。 ” 亚豪机构市场总监郭毅

指出：“新政对于总价控制合理的首次改善

型项目更为有利，而对高端豪宅以及远郊刚

需盘而言，前者由于资金能力对于契税减免

的反应较小，且购房者多非首次置业，而远

郊项目价格区间原本就在‘普通住房’ 标准

之内，因此契税调整对于这两端市场的影响

较小。 ”

政策力度有望超预期

对于未来房地产刺激政策方向，胡景晖

表示：“2015年330新政之后的一系列楼市

利好政策都是货币政策， 但从四季度开始，

货币政策对楼市刺激的边际效应逐步减弱，

市场逐步降温。 2016年初，中央重启财税政

策。 由此可以预见，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双

管齐下，将成为未来促进房产流通、加快结

构调整、加速库存去化、促进楼市繁荣的主

要政策方向。 ”

安信证券地产分析师陈天诚表示：“地

产去库存的政策高度被大幅提升，政策推行

的力度和效果有望超预期。目前实际库存面

积高达98.3亿平方米， 去库存压力较大，需

求端的财政补贴、供给端的减税、增加公共

品、保障房货币化以及地产资产证券化等都

是可能推出的政策。 同时，未来也有可能成

立某种形式的住房银行。 ”

当下楼市分化正在加剧，多数三四线城

市的房地产市场受各类因素影响，发展面临

较大风险。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指出，未来

大城市发展将成为一种趋势。 在此过程中，

小城市应围绕区域中心城市，结合自身特点

及资源禀赋优势，明确城市定位，加快建设

与自身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城市配套，主动承

接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增强对外来人

口的吸引力。

联手紫光集团

TCL集团拟成立百亿规模产业基金

□本报记者 傅嘉

TCL集团2月2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

将和紫光集团成立一只目标规模在100亿元

左右的产业并购基金。

首期募集18亿元

TCL集团表示，成立基金的目的主要是

助力公司全面推进“智能+互联网” 战略，

建立“产品+服务” 的商业模式，打造兼具

产业协同效应和财务回报效应的产业投资

平台。

该并购产业基金拟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

组建，名称拟定为西藏东伟兴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基金首期募集金额18.02亿元，其中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TCL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拟与紫光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清彩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各认缴出资

9亿元，西藏东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简称“东伟管理” ）作为普通合伙人及基金

管理人出资200万元。

公告称，该基金后续81.98亿元的募集金

额由基金普通合伙人东伟管理根据基金发展

情况和项目投资进展向外部投资人募集。 基

金存续期为10年，前6年为投资期，后4年为退

出期， 主要通过基金投资的项目上市或者并

购等方式实现退出。

瞄准新兴产业

这是继紫光集团入股TCL集团后， 双方

在资本层面的又一个动作。 2015年2月，TCL

集团完成定向增发，融资57亿元，其中大部分

资金投向华星光电液晶面板项目。根据方案，

公司计划以2.09元/股的价格向惠州投控、国

开创新、紫光通信、中信资本等10家对象发行

新增股份。 紫光通信斥资10亿元，认购4.8亿

股股票，持有TCL集团3.92%股权，成为TCL

集团的第三大股东。

公告称，基金将重点投资于紫光集团及

TCL集团产业上下游相关产业，包括TMT、

工业4.0、“中国制造2025” 及“互联网+”

等领域。 对于此次合作，紫光集团董事长赵

伟国表示，紫光集团是一家技术性公司，基

本没有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而

TCL对个人消费者有着深刻的理解，希望将

紫光集团的核心技术与TCL的消费创新能

力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通过并

购， 使紫光集团和TCL在规模和技术上获

得进一步成长。 TCL和紫光集团都有着丰

富的国际并购经验， 通过合作使这两种经

验融合， 进一步推进中国科技企业的国际

化进程。

安趣股份

拟定增募资7920万元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安趣股份（835804）2月22日晚公告称，拟非公

开发行股票不超过720万股， 预计募资总额不超过

7920万元，发行价格为11.00元/股，发行对象以现金

方式认购。

安趣股份主要经营移动游戏分发业务及网络信

息服务业务。 本次股票发行将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增强竞争力。 本次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进一步稳固多终端

游戏媒体平台的研发及市场推广；完善移动游戏资

讯、攻略、评测等游戏周边资讯服务；游戏线下推广

团队、公会团队、社区服务等。

■

“新三板”动态

东山精密

大力拓展海外市场

东山精密2月22日晚间公告，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5亿元，主要用于收购美国纳斯

达克上市公司Multi-Fineline� Electronix（MFLX）

的100%股权，同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2月23日

复牌。

据介绍，MFLX主要从事柔性电路板 （FPC） 的研

发、生产、组装及销售，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和较高的市

场地位。 下游行业主要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电

子消费品的原始电子设备制造商，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小

米等，具有良好的客户资源。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扩大海

外高端客户群体奠定基础， 加强公司的国际化布局。

MFLX在美国、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拥有完整专业销售服务团队，提供成体系的销售及

售后服务。

本次收购完成后，东山精密将充分发挥与目标公司

的协同效应，在市场和渠道、产品和技术、生产和运营管

理经验等方面形成优势互补，提升东山精密整体市场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东山精

密的市场份额。 （刘杨）

天和防务延伸产业链

天和防务2月22日晚发布公告称，与广州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工程公司签订了《合资合作框

架协议》， 三方拟共同出资设立广州海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根据公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天和防

务出资900万元， 占合资公司30%股权。 广州海运出资

1200万元， 占合资公司的40%股权； 中海工出资900万

元，占合资公司30%股权。各方以货币、设备、知识产权等

方式出资。

根据公告， 拟设合资公司广州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业务为： 开拓国内船舶水下清洗以及水下检

测业务，研制生产适用于海洋工程、民用建筑、化工、能

源、 环保等领域的空化射流技术与智能机器人合体应用

设备。

公告表示，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实现天和防务业务

范围的延伸，完善天和防务的战略布局，为业绩的持续提

升发挥积极作用。（王维波）

康弘药业去年净利增44%

康弘药业2月22日晚发布业绩快报。 2015年，公司实

现营业总收入207435.21万元，同比增长23.88%；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381.33万元， 同比增长

4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中成药、化学药销售稳步增长，

一类生物新药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销售快速增长；净利

润增长幅度超过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主要原因，系子公

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同比由

大幅亏损变为盈利所致。（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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