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业部分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情况

A07

■ 责编：郭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7月12日 星期二

公司新闻

ompanies

C

通信板块上半年业绩分化加剧

□本报记者 王荣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已有

30家通信行业公司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包括预增、续盈、扭亏、略增等报喜的公司

有19家，占比超过60%。

上半年， 通信行业整体经营状况喜

人，但内部分化加剧。 受益于下游需求推

动以及政策支持，北斗导航、光通信、通信

服务（云计算、IDC、CDN）等领域处于上

升周期，但部分传统通信设备行业发展则

陷入困境。

军工信息化领域表现突出

在多种因素的催化下，军工信息化领

域公司上半年业绩表现较好。

以佳讯飞鸿为例，公司预计上半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5%-55%， 盈利4199.26万元至4821.37

万元，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

影响金额预计约为315万元。 佳讯飞鸿表

示，公司聚焦军事变革，助力军民融合发

展，军工信息化业务加速推进，国防领域

经营业绩快速增长。

海能达预计上半年扭亏。 海能达表

示，公司构建了研发优势、技术优势、产品

优势和营销优势， 核心竞争力继续提升；

同时，反恐形势和维稳需求，促进全球专

网通信市场需求提升。

安信证券分析师指出， 军队提升装备

信息化水平、加快部署现代信息化武器装备

等任务迫在眉睫， 军工信息化建设将提速。

预计未来武器装备信息化业务将持续提升。

云计算服务渐入佳境

随着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以及云计算技术不断成熟，云计算服务业

逐渐进入佳境。 其中，云计算基础设施的

IDC行业已经尝到了甜头。

统计显示， 目前有超过60%的IDC服

务商可提供云服务，未来三年IDC市场复

合增速将保持在35%以上，2017年中国

IDC市场规模将超过900亿元。 过去六年，

中国IDC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38.6%。

业内人介绍，传统IDC运营模式效率

较低。企业通常根据预计的业务需求提前

配置计算、存储及网络等IT资源，当各应

用系统处于不同工作状态时，部分IT资源

达不到预定载荷。 采用云计算方式后，利

用虚拟化技术，将基础计算资源（主机、存

储和网络）进行共享，能够提高基础资源

的利用率，单机柜的出租收益有望提升10

倍，税后净利润提升5倍。 因此，IDC中心

“云化” 是未来发展趋势。

光环新网预告，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0万元至14000

万元，同较增长178.79%-200.23%。公司表

示，上半年主营业务运营平稳，IDC及其增

值服务业务及云计算业务保持增长势头。

随着4G网络逐渐完善，视频、社交、

电商、 游戏等业务推高网络流量，CDN行

业也成为背后赢家。 一季度，网宿科技业

务规模继续扩大， 营收大幅增长74%至

9.74亿元。 浙商证券分析师预计，未来3年

-5年，随着高清视频、云游戏、在线教育等

应用需求不断提升，网宿科技的营收依然

可以保持50%左右的增长。

传统通信业务表现不佳

传统通信行业则没有这么幸运。三维

通信预计上半年首亏，净利润为-2700万

元至-1800万元。 公司表示，上半年海外

业务大幅下降，且国内业务的毛利率呈下

降趋势。

日海通讯称，2016年运营商的投资仍

将维持高景气度，公司产品服务市场需求

仍比较旺盛。 但通信设备产业链局部产能

过剩的局面仍将持续， 市场竞争激烈，产

品集采价格呈下滑趋势。 同时，通信服务

业务盈利水平受人工成本上升影响明显，

通信服务业务毛利率下滑明显。日海通信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为-6000万元至

-1000万元。

在此背景下， 上市公司积极寻求出

路。 奥维通信预计，上半年收入较去年同

期有所增加，期间费用因开拓新业务有所

增加，亏损金额将较去年同期增加，亏损

范围是约-2000万元至-1000万元。

渤海证券分析师指出，上半年电信固

定资产投资下滑18%，行业内已经做大做

强的企业逐步占据资源；主业萎缩的小型

企业则开始转型，向其他领域发展，或依

托通信主业延伸到数字营销或安防等领

域，或彻底转型到其他行业。

多家充电桩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刘杨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在13家

已发布中报业绩预告的充电桩概念公司

中，11家公司业绩预喜。

今年以来，充电桩建设数量激增，且在

多地经济发展规划中， 加快充电桩建设成

为重要内容。 分析人士称，数量激增背后隐

忧犹存，充电桩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质量

参差不齐，资源浪费现象逐渐显现。未来充

电桩建设发展需要保持“质” 、“量”齐升。

部分公司业绩大增

Wind统计数据显示，11家业绩预喜公

司，预增的有4家，续盈的1家，略增的5家，

扭亏的1家。 另有1家续亏，1家不确定。 其

中， 净利润增幅超过50%的公司有6家，分

别是中恒电气（80%）、森源电气（60%）、

银河电子（75%）、长园集团（90%）、科士

达（50%）、茂硕电源（154%）。

业内人士指出， 充电桩加速建设发

展中出现诸多隐忧。 目前国内充电桩生

产企业已超300家，但产品质量、行业标

准却难以把控。“当前充电桩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初期建设使用阶段看不出差异，

但使用一段时间后， 劣质充电桩就会出

现各种问题。” 上海鼎充新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吕鸿称， 尽管充电桩建设

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仍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 充电桩行业市场化水平较高，不同品

牌间相互独立导致资源浪费， 市场资源

亟须整合， 行业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保持

“质” 、“量” 齐升。

充电设施建设提速

根据 《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基本建成

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

设施体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

电需求。

今年以来， 多地出炉相关规划推进充

电桩建设。 《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 （2016-2020年） (征求意见

稿)》指出，至2017年，新能源充电设施规

模需达10.3万个； 至2020年新能源车辆充

电桩规模至少达到21.1万个。 《陕西省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专项规划（2016-2020

年）》要求，到2020年西安新增集中式充

电站超过167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28万

个， 满足4.53万辆以上电动汽车的充电需

求。 福建省相关规划提出，“十三五” 期间

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387至400座，充电

桩9至12万个。

南方电网公司所辖的云南、 贵州、广

东、 广西、 海南五省充电设施建设增速突

出。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专家李秋硕透露，

“到2020年， 南方电网在南方五省的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总计规划建设674座

充电站和2.5万个充电桩。 ”

目前多地在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速度。

广东省将投资455.1亿元建设城市公共充

电设施。其中，广州市将在2018年前建设73

个充电站、34700个充电桩， 总投资25.3亿

元。 深圳计划到2020年全力推进充电设施

建设，其中公交快速充电桩1832座，公共快

充桩2365座， 分布在小区和公共停车场

19232座。

数据显示，2016年前5个月国内新能

源汽车生产13.2万辆， 销售12.6万辆，分

别同比增长131.4%和134.1%。 新能源汽

车产销猛增， 带动充电桩建设市场火爆

发展。

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107.3%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11日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 国内汽车销售

207.07万辆， 同比增长14.58%。 其中，

SUV仍然一枝独秀， 继续成为支撑车市

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新能源汽车销量

在今年一季度受挫后，二季度重拾升势，

6月份，新能源汽车销售4.4万辆，同比增

长107.3%。

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4.58%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 汽车

生产204.86万辆，环比下降0.79%，同比增

长10.45%；销售207.07万辆，环比下降1%，

同比增长14.58%。其中，乘用车生产177.22

万辆，环比增长0.01%，同比增长11.36%；

销售178.41万辆，环比下降0.50%，同比增

长17.72%。 商用车生产27.65万辆，环比下

降5.59%，同比增长4.96%；销售28.66万辆，

环比下降4.03%，同比下降1.73%。

1-6月， 汽车产销分别为1289.22万辆

和1282.9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6.47%和

8.14%，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提升3.83个百

分点和6.71个百分点。 其中，乘用车产销分

别为1109.94万辆和1104.23万辆， 同比分

别增长7.32%和9.23%；商用车产销分别为

179.27万辆和178.7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50%和1.87%。

在乘用车四大车型中，SUV仍然一枝

独秀。 今年6月，轿车产销分别为90.70万

辆和92.51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0.10%和

8.93% ；MPV产销分别为 18.05万辆和

17.04万辆 ， 同比分别增长 32.35%和

35.20%；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为5.40万

辆和5.63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33.40%和

38.17%。与之相比，SUV产销分别为63.07

万辆和63.23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4.80%

和40.76%。

新能源汽车销量“高歌猛进”

新能源汽车保持高歌猛进的态势。 6月

份，新能源汽车生产4.5万辆，销量为4.4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107.4%和107.3%。 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5万辆和3.4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126.1%和126.6%；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均为1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61.3%和61.8%。

1-6月，新能源汽车生产17.7万辆，销

售 17.0万辆 ， 同比分别增长 125.0%和

126.9%。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4万辆和12.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160.8%和161.6%；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4.3万辆和4.4万辆，比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57.1%和64.2%。

今年一季度，受清查“骗补” 、补贴滑

坡等因素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销量一度受

挫。到了二季度，随着各地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的陆续落地， 新能源汽车市场重拾火

爆的局面。中汽协会副秘书长姚杰表示，综

合上半年的市场状况， 下半年新能源汽车

月度产量将继续呈现成倍增长态势。 此前

中汽协预测今年实现70万辆的产销目标将

不变。

宁波富邦拟收购两家游戏公司

□本报记者 王荣

宁波富邦7月11日晚公告，公司拟以39

亿元的总对价， 收购成都天象互动数字娱

乐有限公司（简称“天象互娱” ）和成都天

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象互动” ）

两家公司全部股权。交易完成后，宁波富邦

将实现铝加工与网络游戏双主业并行。

进军游戏领域

公告显示， 天象互娱交易对价为37.5

亿元，天象互动交易对价为1.5亿元。 根据

业绩承诺，2016年-2018年度，天象互娱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30000万元、36000万元、43200万元；天

象互动净利润不得为负。

同时，公司拟以18.57元/股价格，向大

股东富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等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8.43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富邦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拥有公司29.2213%股份， 仍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资料显示， 天象互动与天象互娱的核

心团队来自百度、盛大、搜狐畅游、腾讯等

一线游戏公司。 CEO何云鹏曾任91无线副

总裁，主要负责91移动互联网平台、91游戏

中心、智能手机游戏和18183手机游戏网的

运营与管理工作。2013年，91无线被百度收

购后，何云鹏选择了自主创业，创立了天象

互动与天象互娱。

天象互娱已成功自研、代理过《热血精

灵王》、《三国威力加强版》 等多款手游产

品。 其中，游戏《花千骨》是该公司2015年

影游联动的标杆之作，曾创下月流水2亿元

记录。 在游戏发行方面，该公司已与UC九

游、安智、爱奇艺等各大应用商店渠道等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积极寻求海外客户

资源，与日本、美国的知名游戏公司建立合

作，整合海外精品游戏在国内本土化运营。

双主业并行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行业产能过剩

的影响， 宁波富邦主营产品利润率一再受

到挤压。而2015年原材料铝锭价格暴跌，导

致铝锭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倒挂， 进一步

影响公司利润，公司业务亟需战略转型。

宁波富邦负责人表示，此次交易完成

后，将在优化升级原主业、挖掘原有业务

发展后劲的基础上，将主营业务拓展到新

的领域，实现经营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

级。 原有业务方面，针对铝加工行业当前

面临的突出问题，宁波富邦将努力优化生

产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制造水平和

产品质量。

新业务方面， 宁波富邦将坚持研运一

体化的经营策略、 影游联动和国际化拓展

的发展思路， 充分利用文化产业之间的协

同效应， 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拓宽融资渠

道、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开展与相关文

化创业领域的互动与合作， 提升综合市场

竞争能力。

对于两个业务未来的管理模式问题，

宁波富邦方面表示， 传统的铝加工业务将

仍由宁波富邦现任管理团队管理， 新增的

移动网络游戏业务将由天象互娱、 天象互

动的管理团队进行具体运营。 宁波富邦将

负责对各项业务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和资

源调配。

新潮能源中报拟10转增28股

□本报记者 康书伟

新潮能源7月11日晚发布

2016年中期报告。 公司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9906.22万元，比

去年同期减少8180.89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678.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89.17万元。 公司拟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8股。

对于亏损情况下的此次高

送转，公司称，此次高送转是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胡广军在

董事会上的临时提议，并获得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 这一提议

是在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和战略规划、股本规模，以及收

购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实施完成后资本公

积金余额充足等情况， 同时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

心， 与广大投资者共同分享公

司战略转型的经营成果， 同时

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本结构。

目前， 新潮能源原有传统

产业已基本剥离完毕， 战略转

型已初步成型。 收购浙江犇宝

100%股权已实施完毕，公司正

按计划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

心 （有限合伙）100%财产份

额。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控制

的油田2P储量将超过5亿桶，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

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

两公司部分设施受损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新乡化纤7月11日晚公告

称，7月9日凌晨起， 公司所在

地河南省新乡市境内遭受罕见

特大暴雨袭击， 给当地造成严

重灾害。 本次暴雨灾害对公司

位于凤泉区的老厂区产生一定

的影响，部分成品仓库进水，一

些生产设备被淹。 公司位于经

济开发区的新厂区主要厂房、

设备和基础设施未受到损坏，

生产秩序基本稳定。

新乡化纤表示， 此次灾害

损失在公司已购保险的责任范

围之内，待相关损失清查完毕，

公司将与保险公司进行相关保

险理赔。

华兰生物7月11日早间公

告也称，7月9日凌晨起， 公司

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遭遇特大

暴雨，城区内涝严重。本次暴雨

灾害中，公司未发生人员伤亡，

主要厂房、 设备及基础设施未

受到损坏，生产经营正常运行。

但部分设施受到不同程度损

坏。 公司已购买财产综合险和

机器设备损坏险， 此次自然灾

害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相关

保险公司已来现场进行取证和

现场勘察， 后续理赔工作将按

正常程序进行。 预计本次自然

灾害对公司年度经营业绩不会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国电南瑞

上半年净利预增逾十倍

□本报记者 王维波

国电南瑞7月11日晚发布

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6年1-6月份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000%到

1050%左右。 上年同期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492.55万元。

对于业绩预增的主要原

因， 公司表示，2015年1-6月

公司因部分客户交货期延后

等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低。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约35% ，同

时高端产品投运占比提高，

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

上升。

万华化学拟设立财务公司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万华化学7月11日晚发布

公告称，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有效防范

财务风险，降低财务成本，公司

拟设立财务公司。

公告显示， 该财务公司名

称为万华化学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注

册资本10亿元。 拟定的股权结

构为：万华化学持股55.5%，万

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持股

35.0%，万华化学（宁波）码头

有限公司持股8.0%，万华化学

（北京） 有限公司持股1.5%。

除公司外， 其余出资人均为万

华化学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公司表示， 通过设立财务

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财务公司的

各项职能， 积极开展业务创新，

为下属成员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及国际化进

程打下坚实的资金基础。

牵手北信源

启明星辰发力企业级杀毒市场

□本报记者 王荣

启明星辰和北信源成立

的合资公司辰信领创首次亮

相。 辰信领创CEO吴俣表示，

将专注于病毒/木马查杀、恶

意代码防范等相关技术研究，

开发全面覆盖防病毒领域的

产品和服务，实现防病毒技术

与其他终端防护技术的充分

融合。

据介绍，辰信领创专注于

企业级杀毒市场，其产品将覆

盖传统终端、智能终端、服务

器、 虚拟服务器和云桌面，启

明星辰、北信源已有的销售渠

道和网络将为辰信领创的产

品销售提供充分支撑。

对于此次合作， 启明星辰

创始人、执行董事严立指出，通

过此次合作， 将新公司的防病

毒技术与自身的终端技术融

合， 在强化传统终端安全防护

能力的同时， 同步提升对移动

终端、物联网终端、社交网络前

端、 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终端领

域的安全能力覆盖。

北信源董事长林皓表示，

新一轮的国产化浪潮提出了网

络安全的新需求，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以及

终端的多样性， 对传统产品提

出了升级改造的要求。 新一代

的防病毒产品将提供更精准、

更高效、更智能的病毒/木马查

杀和综合安全防护能力。

英唐智控

上半年业绩预增逾25倍

□本报实习记者 韩晗

英唐智控7月11日晚发布

201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达到10010万元

-10,120万元， 同比暴增约

2563.72%-2592.99%。 其中，

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金额为5880万元左右。

英唐智控表示， 公司战略

调整阶段性工作已基本完成，

相关效益已开始体现； 一季度

进行股权转让带来收益； 公司

对外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对内

加强管理，减员增效。

英唐智控此前与大富科

技、华森科技分别签署协议，共

同推动智能终端、 物联网、通

信、新能源汽车、工业4.0等业

务发展，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

创新商业模式。

据介绍， 公司已建立以智

能控制及电子元器件分销为基

础，以智能家居（家庭数据）平

台和电子信息产业互联网（企

业数据） 平台的双平台战略。

英唐智控表示， 未来将围绕数

据挖掘、 分析及应用为核心开

展业务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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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名称 预告类型 预告摘要

海能达 扭亏 约

1000

万元

～4000

万元

,

增长

605.77%～2123.06%

高新兴 预增 约

12500

万元

～13500

万元

,

增长

203.31%～227.58%

通鼎互联 预增 约

21071

万元

～25046

万元

,

增长

165%～215%

国脉科技 预增 约

3874

万元

～4843

万元

,

增长

100%～150%

盛路通信 预增 约

10000

万元

～12000

万元

,

增长

108.02%～149.63%

鑫茂科技 扭亏 约

2000

万元

～2300

万元

,

增长

135.8775%～141.2592%

特发信息 预增 约

5709

万元

～7612

万元

,

增长

50%～100%

星网锐捷 预增 约

2811

万元

～3892

万元

,

增长

30%～80%

金信诺 预增 约

9957

万元

～12255

万元

,

增长

30%～60%

佳讯飞鸿 预增 约

4199

万元

～4821

万元

,

增长

35%～55%

杰赛科技 略增 约

1584

万元

～2376

万元

,

增长

0%～50%

光迅科技 略增 约

11450

万元

～17175

万元

,

增长

0%～50%

二六三 略增 约

7766

万元

～8960

万元

,

增长

30%～50%

恒宝股份 略增 约

12356

万元

～16063

万元

,

增长

0%～30%

海格通信 略增 约

16892

万元

～21960

万元

,

增长

0%～30%

三元达 续亏 约

-6000

万元

～-5000

万元

,

增长

8.42%～23.68%

通宇通讯 略减 约

11520

万元

～14000

万元

,

下降

0%～20%

东信和平 续盈 约

2017

万元

～3362

万元

,

增长

-25%～25%

武汉凡谷 略减 约

1934

万元

～3095

万元

,

下降

20%～50%

新海宜 预减 约

1710

万元

～5984

万元

,

下降

30%～80%

键桥通讯 预减 约

85

万元

～760

万元

,

下降

55.27%～95%

日海通讯 续亏 约

-6000

万元

～-1000

万元

,

增长

-98.301%～66.9498%

奥维通信 续亏 约

-2000

万元

～-1000

万元

,

下降

11.3268%～122.6536%

三维通信 首亏 约

-2700

万元

～-1800

万元

,

下降

360.6363%～490.9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