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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溢价率保持平稳

□

本报记者 江钰铃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截至2月22

日，土地出让额居前的5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

额合计5644.6亿元，同比上涨63.2%。中原地

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

热点城市土地成交额上涨明显，而三、四线

城市土地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但总体溢价

率保持平稳态势。

多个城市出让额创新高

3月， 多个城市将迎来2018年首次土地

出让。 扬州日前公告，将出让7宗住宅地块，

出让起始总价达26亿元。 安庆将于3月24日

出让8宗共计842.78亩涉宅涉商地块， 出让

起始价总计26.28亿元。

常州、 嘉兴等地则于近日完成年内首

次土地出让。 常州的5宗主城区地块均加价

一轮成交， 地块总面积达10.31万平方米，

总成交额约11亿元。 嘉兴出让的12宗宅地

均告成交。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截至

2月22日，淄博、南通、上饶、临沂、保定等城

市，2018年以来土地出让金额同比涨幅均在

500%以上， 出让面积增幅均在100%以上。

部分城市创出历年同期土地出让面积和金

额新高。

尽管部分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额涨

幅较大，但总体溢价率保持平稳，房企拿地

较为理性。参与了福建泉州市土地出让的房

企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的土地多

以“限房价，竞地价” 的方式出让，企业方面

需要精打细算。

根据泉州出让地块的相关公告，溢价率

成为办理预售许可和备案的考核指标。在某

地块公告中， 就规定对出让溢价率超过

100%的， 项目主体结构完工后方可申请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 溢价率达到200%以上

（含）的，项目竣工验收通过后方可申请办

理商品房现售备案。 上述房企人士告诉记

者，自2017年以来，出让溢价率成为当地新

建住宅项目较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在去年

11月出台的 《福建省泉州市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市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见》中就被

明确提及。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多个省会

城市及地级市， 尽管土地出让规模增幅明

显，但总体溢价率保持平稳态势。如常州、保

定、漳州、潍坊等地，2018年土地出让溢价率

截至目前均维持在10%以下。

加大土地供应

2018年，多个城市均有加大土地供应的

相关计划。

一线城市方面，北京市2018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 完成1200公顷住宅供地，扩

大住房供给，稳定市场预期。 上海则提出，

提高中小套型供应比例， 促进商品房有效

供给。 深圳市提出， 加大住房供应和保障

力度，制定面向2035年的住房供应和保障

计划。

此外， 福建厦门提出，2018年将有效引

导市场预期，加强商品住宅土地供应。 而河

北张家口、河南商丘等地均计划加大商品住

宅土地供应。

部分城市着力租赁住房建设。南京市提

出，2018年将进一步加大租赁住房建设及

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优化土地供给结构，

保证租赁房供地占住房供地比例达到30%

以上。

张大伟表示，2018年将是房地产长效机

制建立的关键年份，将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

性，回归居住属性。 长效机制有利于引导房

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多家房企2017年业绩预喜

□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6日，86家房

地产公司发布了2017年全年业绩预告，超7

成预喜。 行业总体情况良好，但分化态势明

显。 业内人士称，龙头房企在拿地、品牌、资

金成本等方面具备优势，行业集中度将进一

步提升。

预喜居多

数据显示， 在上述86家公司中，67家预

喜，预喜比例达77.91%。 其中，略增的公司

10家，12家公司扭亏，3家公司续盈，42家公

司预增。

58家公司预计净利润超过1亿元，21家

超过10亿元。 净利润增幅方面，65家公司预

计同比增长超过10%，56家同比增长超过

50%，38家同比增长超过100%，7家公司预

计同比增长超过500%。行业整体发展良好。

以新城控股为例，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8.4亿元

-60.4亿元，同比增长60%-100%。对于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房地产项目结

算金额增长幅度较大。

金融街预计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28.32亿元-30.85亿元， 同比

增长1%-10%。 公司表示，房地产开发项目

结算收入较2016年增长， 项目利润有所增

加；报告期内，公司优化自持物业结构，深化

自持精细管理，自持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持

续提升。

此外，*ST松江、*ST新城、*ST大控、ST

新梅等多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特别处

理的上市房企扭亏为盈。 不过，扭亏为盈主

要与非经常性损益有关。 以ST新梅为例，报

告期内公司出售宋河酒业5%股权， 为公司

带来约4800万投资收益。 *ST大控则表示，

报告期内出售所持有的青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5500万股权，获得投资收益7380万元。

分化明显

业绩增长主要与销售量增加，毛利率提

升有关。 此外，往年销售项目在2017年得以

结转，助力相关公司业绩增长。

从龙头房企的业绩表现看，强者恒强态

势显现。 以绿地控股为例，公司预计2017年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900.84亿元， 同比增长

17.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9.62亿元，同比增长24.34%。 2017年，公司

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438.4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24.3%；实现合同销售金额3064.7亿元，同

比增长20.2%。

对于业绩下滑的房企，主要在于销售量

减少，结转项目有限，且融资成本高导致财

务费用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龙头房企在拿地、品牌、

资金成本等方面具备优势。华融证券研报显

示，相比拿地难的小型房企，龙头房企凭借

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项目经验，拿地优势

愈发明显。 业绩增长快、估值低的龙头房企

值得关注。 根据中泰证券研究报告，房地产

行业集中度提升已成趋势，龙头房企业绩增

长确定性高。

通威股份将建设千兆瓦级渔光一体项目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通威股份副董事长、 董秘严虎近日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光伏板块，通

威深度介入上游多晶硅、 中游太阳能电池片

和下游太阳能发电领域。基于“渔光一体” 模

式，公司将继续获取水面资源，饲料业务则由

经销逐步向直销过渡。 同时，不断推动光伏技

术进步，降低成本，加快平价上网进程，建设

千兆瓦级渔光一体项目。

推动光伏平价上网

中国证券报： 公司预计

2017

年净利润增

长

80%-100%

。 业绩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严虎：通威股份从事两大主业。 多年来公

司一直处于全球水产饲料龙头地位，连续保持

稳定增长。 公司强化市场营销效率及内部管

理，饲料销量同比增长；同时优化产品结构，提

高高附加值产品比例，产品毛利率提升。

对于光伏业务， 公司多晶硅完成了升级

技改， 产能由1.5万吨/年提升到2万吨/年，生

产成本进一步下降， 多晶硅及配套产品盈利

能力持续增强。

同时，公司太阳能电池片产能释放，成本

管控成效显著。 2016年投产的1GW单晶电池

项目产能全部释放，2017年三季度2GW单晶

电池项目顺利投产， 公司电池片总产能达

5.4GW，预计2017年出货量为3.85GW，同比

增长约75%。 生产成本持续优化，非硅成本降

至0.2-0.3元/W，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中国证券报： 公司光伏板块布局进展情

况如何？

严虎：通威深度介入上游多晶硅、中游太

阳能电池片和下游太阳能发电领域。

对于太阳能电池片业务， 公司已形成

5.4GW产能，在建产能5.5GW，已披露中期目

标还将投资20GW。 公司一直保持 110%

-120%的产能利用率， 而行业平均仅为80%

-90%左右。 成本方面，非硅成本（除去主要

原材料硅片成本后的生产成本） 进入0.2元

-0.3元/W区间，而行业中大部分企业在0.4元

/W左右。

“渔业+光伏”协同发展

中国证券报：如何推进“渔业

+

光伏”双主

业发展？

严虎： 根据光伏行业和农牧行业的发展

态势，公司确定了“渔业+光伏” 双主业发展

方向。

2016年公司进行了两次重大资产重组，

70亿元优质光伏产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公

司制定了3-5年战略目标，打造多晶硅世界龙

头企业，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电池片行业地位，

巩固提升水产饲料的龙头地位。 重组的优质

资产兑现了业绩承诺， 为公司开辟了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通过“渔光一体” 模式，可以实现“鱼、

电、环保” 三丰收。下一步，公司计划获取更多

水面资源；饲料则由经销逐步向直销过渡，减

少中间环节，与养殖户实现双赢；促进传统渔

业向智慧渔业转型， 逐步实现由水产饲料业

务向养殖方面转型。 同时，进一步探索打通水

产贸易渠道，充分利用电商交易平台，解决养

殖户卖鱼难问题。

对于光伏产业，公司不断推动技术进步，

降低成本，加快推进平价上网进程。 平价上网

后，公司将建设百兆瓦级、千兆瓦级的渔光一

体项目，促进绿色发展。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表示

白酒市场规模将达万亿级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2月26日，在贵州白酒企业发展圆桌会议

上，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表示，酒类企业面

临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初步估算未来五年白

酒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级。

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2017年， 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共生产

白酒1198万千升，增长6.86%；完成销售收入

5654亿元，增长14.42%；实现利润总额1028

亿元，增长35.79%。

袁仁国表示， 白酒行业进入新的增长周

期，行业回暖趋势明朗，集中度提升；提价增

利态势明显，品牌营销风行；白酒企业积极探

索新零售。贵州白酒企业应抓好以文化战略、

品牌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贵州茅台集团公司总经理李保芳指出，在

贵州省的传统产业中， 白酒历来都是重要支

柱。 2017年，白酒产业对贵州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7%，位居十大产业之首。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茅台营收达百亿

元以上，习酒、金沙、国台均达20亿元以上。以

茅台为龙头的高端产品销售收入占全省白酒

销售收入的62.3%；以习酒、金沙、国台等为重

点的中档产品占比为22.3%。产品结构链条日

趋完善。

业内人士表示，贵州白酒行业快速发展，

源于该省以“树品牌、提品质、优品种” 为主

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效推动了白酒产

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同时，与白酒企业创

新营销方式，积极开拓市场关系较大。

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

2017年， 四川省规模以上白酒企业348

家，累计生产372.4万千升，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2257.2亿元，利润263.5亿元。全省白酒总体

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产量、主营业务收入

和利润分别占全国的31.1%、39.9%和25.6%；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6.1%、

30.9%，为五年来最快增速。

近年来， 四川省着力提升产品质量和品

牌打造。 在打响“川酒” 品牌方面，四川持续

开展“川酒全国行” 和“川货全国行” 活动，

实施川酒品牌“抱团出击” ，以进一步提升区

域品牌的影响力。2017年，四川省先后制定出

台《关于推进白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四川省白酒产业

“十三五” 发展指南》， 大力实施川酒振兴

“八大计划” ，从品质、企业、市场等多方面进

一步巩固川酒优势。行业整合方面，推动白酒

行业整合，做大做强白酒产业。

白酒专家指出， 随着行业高端化趋势凸

显， 市场向优势品牌企业集中。 通过抱团作

战，可以形成“贵州白酒” 、“川酒” 等区域品

牌，赢得发展空间。

多地提出探索建设自贸港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2月26日，自贸港概念大涨，上海雅仕等

多股涨停，广州港、上海物贸、上海机场等涨

幅逾5%。 近期多地掀起自贸港申报热潮，上

海、浙江、广东、福建、天津、四川等地提出“积

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

多地探索

上海市市长应勇近日表示， 上海自贸区

要在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等方面要有新突

破。应勇强调，要在探索自贸港建设上有新突

破，抓紧完善方案；要在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

境上有新突破， 降低口岸费用， 压缩口岸耗

时。 上海此前已明确“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

东国际机场”探索建设自贸港。《广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草案则提出，强化

南沙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功能， 对标借鉴国际

最高水平，在南沙、黄埔、空港经济区探索建

设自贸港。

浙江、广东、福建、天津、四川等地均

提出“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 部分

地方已经形成自贸港的初步方案。 有报道

称，辽宁省已将大连申报自由贸易港方案

上报国务院。 山东省则希望在青岛港创建

自由贸易港，浙江提出将全力争取自由贸

易港落地。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与自贸区相比，

自贸港要求更高。 国际上自贸港比自贸区自

由度更大，资源配置效率高；自贸港和自贸区

从定位有所区别， 自贸区立足可推广、 可复

制，自贸港则更多是利用自身特点，扩大辐射

功能。 ”

花落谁家

白明认为， 自由贸易港建设尚在探索阶

段，应循序渐进推进，可先从沿海、沿江港口

试点。 条件成熟时再向内陆地区的空港和无

水港推进。

“自贸港要求条件较高。 从物流条件看，

需要交通便利、具备港口功能；从经济功能角

度看，离岸的业务要内地没有或者其他地方很

难做到的。自贸港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会更进一

步。 ”白明认为，目前来看，除了中央明确提出

建设的上海自贸港，广东、浙江积极性较高。其

特殊条件、特殊功能定位别的地方难以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及“自由贸易

港区” 的概念。浙江设立自贸试验区，主要落

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

的要求。 专家认为，舟山自贸港建设的条件

比较成熟，可能率先建设自贸港。

白明认为， 自贸港将在离岸金融和离岸

贸易等方面进行探索， 譬如大宗商品的离岸

贸易， 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的话语权。 此外，贸易便利化将是自贸港探索

的重点。

华创证券交运行业分析师吴一凡认为，

从政策红利预期看， 探索自由贸易港或释放

更多政策红利。 比照目前香港或新加坡的模

式， 潜在可能的政策红利包括通关程序更加

便捷，税收及产业政策更加优惠，以及更为便

利的金融服务。从受益传导机制看，自由贸易

港的建设将吸引更多国际货物进行中转，港

口吞吐量将提升。通关便捷有利于从事货代、

报关、供应链业务的公司提升效率。物流加速

流转将带动客流、资金流、信息流集聚。

363家公司去年净利润增长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2月26日，499家公司披露了2017年业绩。其中，

64家公司发布了年报，435家公司披露了业绩快报。 363

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包括扭亏），占比为73%；

136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占比为27%。 行业持续回

暖、资产重组等成为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114家公司净利润增逾50%

根据Wind资讯，在上述净利润同比增长的363家公

司中，增长幅度超过50%的公司114家（包括扭亏）。 其

中，64家公司增长幅度超过1倍，8家公司增幅超过5倍。

从加权净资产收益率看， 在上述499家公司中，480

家为正值。 这与2016年这些公司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持平。 从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看，220家公司实现

增长，279家公司下降。

部分公司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下滑是由于行业性变化

所导致。如养殖业，行业出现周期性下降导致生猪等价格

下降，相关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部分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

增长明显，导致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暂时降低。在发布年报

的64家公司中，17家公司2017年净资产同比增长50%以

上，不少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部分公司由于经营方面出

现问题，导致加权净资产收益率降低。

钢铁等行业向好

钢铁、化工、有色、航运、机械设备、港口等行业持续

向好，相关公司业绩增长较大。

以钢铁行业为例，南钢股份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804.73%，*ST华菱大幅扭亏，方大特钢增长281.40%。 南

钢股份表示，2017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钢铁行业下游

需求好于预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全面取缔地

条钢并淘汰中频炉，钢材供给端结构得到有效改善，钢材

价格稳步上涨，钢铁企业经营环境明显好转。 同时，公司

持续优化“高效率生产、低成本智造” 精品特钢体系，运

营效率大幅提升。

安纳达、滨化股份、方大化工、新凤呜、永安药业、江

南高纤、利尔化学等化工行业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其中，

安纳达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85.24%。公司表示，报告

期其抓住钛白粉市场持续回暖的契机， 克服原辅材料价

格上涨等不利影响，以降本增效、提质增效、增量增效为

抓手，拓宽营销渠道，提升产品国际市场份额。 滨化股份

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30.14%。 公司表示，2017年主

要产品烧碱、环氧丙烷价格较上年均有上涨。尤其是烧碱

产品，市场形势较好，公司抓住烧碱市场有利时机，积极

开拓市场，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部分公司实施资产重组， 推动业绩增长。 宁波东力

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3倍。 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

原因， 公司表示， 收购了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股权，2017年8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行业景气度

提升，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销售收入明显增长。

中船防务拟收购两子公司股权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中船防务2月26日晚公告称， 拟以24.33元/股的价

格分别向华融瑞通、中原资产、新华保险、结构调整基

金、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工银投资、东富天恒

发行股份购买上述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广船国际有

限公司23.58%股权和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30.98%股权。 经协商，广船国际23.58%股权暂按24亿元

作价，黄埔文冲30.98%股权暂按24亿元作价。 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将实现对上述两家子公司的全资控股。 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根据公告，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船集团。

安徽鸿旭及一致行动人

要约收购汇源通信15.51%股权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汇源通信2月26日晚公告称， 收到安徽鸿旭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安徽鸿旭”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乐铮网络” ）发来的《四

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

次要约收购前，安徽鸿旭未持有汇源通信股份，安徽鸿旭

的一致行动人乐铮网络持有汇源通信1283.31万股股份，

占汇源通信总股本的6.63%。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

人最多持有汇源通信4283.31股股份，占汇源通信总股本

的22.14%。

公告显示，要约价格为21.50元/股，要约收购3000万

股，占汇源通信总股本的15.51%。 本次要约收购拟以现

金支付，所需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本次要约

收购期限为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次一交易日起60个

自然日。 在要约收购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

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安徽鸿旭及一致行动人表示，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 并获得上市公司

控制权。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

义务。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汇源通信上市地位为目的。

神州长城实控人倡议员工购股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神州长城2月26日晚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

董事长陈略向全体员工发出增持股票倡议书， 凡于2月

27日至3月31日期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员

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且连续持有12个月（含）

以上并届时仍在职的员工， 若因在前述期间买入公司股

票而产生的亏损，由其本人以现金予以全额补偿；若产生

收益，则归员工个人所有。

公司同时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投资1亿元， 在雄安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神

州长城河北雄安工程有限公司。 2月24日，雄安子公司取

得了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