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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公司称与Facebook有合作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7月25日，Facebook相关概念股大

涨。 蓝色光标等多家公司在互动平台作

出了回应。 不少上市公司与Facebook存

在合作，多集中于广告和游戏领域，部分

公司与其合作的体量较大。

多领域合作

7月25日，Facebook概念股受到资

金追捧，蓝色光标、迅游科技涨停，中青宝

上涨5.24%。 多家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对此进行了回应。

不少上市公司表示与Facebook存在

广告相关业务合作。

蓝色光标表示， 旗下蓝瀚互动是

Facebook在国内的顶级代理商之一。 截

至2017年末，公司在Facebook的采购额

超过28亿元人民币， 位列公司前五大供

应商首位。公司移动互联广告等业务单元

稳定增长。梅泰诺透露，Facebook为子公

司BBHI的重要客户之一。 BBHI为其提

供广告服务，目前已产生收入。 BBHI为

Facebook� Audience� Network首批技

术代理商。 围海股份表示，全资子公司坤

承星方是点摩上海第二大股东，点摩上海

是Facebook中国区排名前列的优质合作

伙伴。

资料显示， 点摩上海主要从事

Facebook广告优化业务。 中昌数据则表

示，子公司云克科技是Facebook的媒体

服务商。

有的公司与Facebook在游戏业务方

面存在合作。三五互联表示，全资子公司道

熙科技为网络游戏研发企业， 主要产品为

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等。 道熙科技拥有策

略类游戏 （SLG）、 角色扮演类游戏

（RPG）以及社交游戏（SNS）三条业务

线，与Facebook等知名游戏平台具有良好

合作关系。 中青宝表示，已在Facebook开

设账号，并输送了几款游戏。迅游科技此前

表示，Facebook位列公司前四大客户。

此外，安洁科技表示，配合Facebook

开发VR项目；飞荣达表示已向Facebook

小批量供货。

推动创新发展

蓝色光标此前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

表 示 ，2017 年 从 Facebook� Ireland�

Limited采购金额达28.81亿元，占年度采

购总额的23.12%。2015年末，蓝色光标成

为Facebook� Limited在中国的顶级代

理商之一，公司对其采购总额伴随国内客

户海外传播需求持续增加而提升。资料显

示， 蓝色光标对Facebook的采购主要以

代理形式对接该投放平台为广告主提供

合作服务，或配合广告主定向采买指定的

品牌媒体。

巨人网络拟收购的休闲社交棋牌类

游戏公司Playtika， 其产品在Facebook

上颇为受欢迎。 根据交易报告书，2014年

-2017年3月，Facebook一直位列其供应

商首位。

Facebook的广告收入和游戏业务是

基于其庞大的社交流量。 Facebook此前

表示，将在浙江建立一个创新中心，以支

持中国的开发者、 创新者和初创企业，帮

助开发者和创业者进行创新和发展。

资源型企业增长明显 电池企业上下挤压

新能源汽车产业业绩分化明显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随着补贴退坡，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经历调整期。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7月24日，41家新能源汽车概念公司发

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27家预喜， 占比

65.84%。 总体看，多家整车企业业绩下

滑；电池制造行业受上下游挤压，企业盈

利分化，行业加速洗牌；上游资源型企业

业绩增长明显。

整车企业业绩下滑

根据中汽协数据，1-6月，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41.3万辆和41.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94.9%和111.5%。 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1.4万辆和

31.3万辆 ， 同比分别增长 79.0%和

96.0%；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10.0万辆和9.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0.2%和181.6%。

新能源汽车销量一路走高， 但企

业利润并未随之上涨。 补贴退坡政策

对整车企业盈利影响明显。 根据相关

政策，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

车补贴由此前的4.5万元至15万元 /

辆，降至2.2万元至7.5万元/辆。 非快充

类纯电动客车、 快充类纯电动客车退

坡幅度达30%-40%。

上市公司方面，长安汽车、比亚迪、

中通客车、 安凯客车业绩均出现一定程

度下滑。 客车企业受补贴退坡影响更为

明显。

安凯客车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36亿元至

1.5亿元。 对于亏损主要原因，安凯客车

表示，受新能源补贴政策影响，公司产品

销售规模下降，产品结构发生变化，且联

营企业亏损。

中通客车预计， 上半年归属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00万元至

3300万元， 同比下降56.15%-46.4%。

公司表示， 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持续

退坡，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产品价格和

毛利率大幅下降， 使得公司经营业绩

同比大幅下降。

兴业证券预计， 新能源客车下半年

有望放量， 但价格决定盈利能力。 下半

年，主流公交公司开始招标，行业将逐步

放量。此外，各主机厂商针对新政推出新

车型， 提价的执行力度将决定企业盈利

能力。

动力电池业绩分化

动力电池行业分化明显， 行业洗牌

加速。

坚瑞沃能因订单不足、资金困难。公

司2017年前20强企业榜单还名列第三。

业绩方面， 坚瑞沃能预计上半年营业收

入约为32亿元，同比下降47.2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5.43

亿元 -15.48 亿元 ， 同比 下 降 342%

-421%。 公司表示，受债务危机影响，子

公司沃特玛锂离子电池（组）生产销售、

新能源汽车销售及服务业务大幅减少，

当期营业收入主要系为缓解债务压力，

折价处置、变现存货等资产形成，毛利率

大幅下降。

猛狮科技表现堪忧。公司预计，上半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7亿元-2.94亿元， 同比下降671.79%

-721.56%。 公司表示，上半年到期融资

大多未能续贷，造成运营资金紧缺。公司

锂电池、清洁电力、新能源汽车等板块业

务开展不如预期， 上半年营业收入仅为

上年同期的50%， 而固定成本大致维持

在上年同期水平，导致毛利率大幅下滑。

锂电设备龙头企业先导智能表现亮

眼。 公司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04亿元至3.58亿元，同

比增长70%-100%。 公司表示，锂电池

设备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在稳定原有客

户的基础上新增客户， 锂电池相关设备

的生产销售业绩显著提升。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

指出：“动力电池行业高端优质产能供

应不足，低端产能订货不足，呈现出结构

性产能过剩。 小型低水平的动力电池企

业将逐渐被淘汰，行业加速洗牌。电池配

套企业已从2015年约150家降至2017年

的100家左右， 三分之一的企业被淘汰

出局。 ”

上游企业风景独好

上游资源类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赣

锋锂业、天齐锂业、洛阳钼业、江特电机

等公司表现突出。

寒锐钴业预计， 上半年净利润为

5.19亿元-5.6亿元， 同比增长 282%

-312%。 寒锐钴业表示，新能源电池产

业发展旺盛， 特别是三元锂电池市场需

求量大。 公司钴产品销售量、价齐升，成

为盈利的主要动力。

赣锋锂业预计， 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6.98亿元-10.02亿元，同比增长15%

-65%。 公司表示，原材料供给得到保

障， 锂产品产销量增长带动业绩相应

增长。

江特电机预计，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3.1亿元-3.41亿元， 同比增长400%

-450%。 对于业绩上涨的主要原因，公

司表示，碳酸锂产销量增长。

天风证券有色分析师杨诚笑表示，

根据历史情况， 需求高峰前通常会进行

补库，三季度相关企业排产增加，将拉动

锂和钴的需求。钴的供给较为刚性，环保

严查可能造成钴盐产量下降， 供需缺口

再次拉大，从而带动钴价上涨。锂资源逐

步放量。但西澳主力矿山运营出现调整，

实际产量可能低于预期， 可能推动锂价

反弹。

北京房山区开展商办项目专项整治

□

本报记者 董添

7月25日， 北京市房山区住建委表示，

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商办项目专项整治工

作，对商办项目存在的乱象严格治理。诸葛

找房首席分析师陈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近期北京房地产市场整体有所回暖，成

交量放大，带动部分商办项目活跃。房山区

商办项目较多，暴露的问题也较严重。

专项整治

7月25日，北京市房山区住建委联合

多个部门，举办商业办公项目专项整治工

作会。 通报了3起商住房违规行为，并在

房山区启动为期1个月的商办项目专项

整治。 房山区住建委表示，本次执法检查

要做到整治工作全覆盖，发现问题依法严

肃查处，高限处罚，将视情节严重对开发

企业和经纪机构采取书面警告、 立案处

罚、 暂停网上签约及项目相关手续办理、

注销经纪机构备案等措施。

此次专项整治主要面向8大重点违

规行为：第一，无证售房；第二，变相“以

租代售” ；第三，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向收取

定金、预付款、意向费等费用；第四，开发

企业、代理机构为个人规避限购代办工商

注册登记， 向买房人推荐改建装修公司；

第五，开发企业、代理机构违规宣传“商

改住” ；第六，开发企业使用未经审查的

施工图设计文件擅自施工，为后期改造预

留孔洞；第七，经纪机构违规代理商办房，

在房地产广告中承诺房产升值或者投资

回报等；第八，经纪机构未签订代理合同，

分销新建商品房。

规范市场

“要求各开发企业和经纪机构严格

执行‘3·26’ 限购政策，不打擦边球，依

规销售，诚信经营。 ” 房山区住建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诸葛找房首席分析师陈雷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2017年发布“3·26新政”

后，北京商住房市场整体冰封，价格下跌

严重。 近期，北京房地产市场整体出现一

定回暖，成交量逐月上涨，带动部分商办

项目开始活跃。

从房山区开始整治的原因， 陈雷表

示，房山区楼市整体价格相对较低。 随着

地铁燕房线和房山线的开通，购房者关注

房山区楼盘增多。近年来房山区开发力度

较大，新房项目较多，商办项目也不少，加

大整治力度有利于规范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房山区对商办项

目的整治力度整体较大，预计北京对商住

房市场的调控不会放松。

上半年彩电行业量增价缩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7月24日， 奥维云网监测的数据显

示， 上半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为2260

万台，同比增长3.6%；零售额为725亿元，

同比下降2%。 受液晶面板大幅度降价影

响，彩电行业整体面临价格下调。 同时，

大屏化、高端化趋势明显。 中国电子视像

行业协会人士透露，彩电行业汰旧换新有

望推动内需规模扩大50%，协会将与企业

一起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出口创新高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

健锋表示，上半年，受世界杯的拉动，彩

电零售量达2260万台， 同比增长3.6%。

由于面板降价， 零售额为725.4亿元，同

比下降2%。 大尺寸、超高清和人工智能

成产品为主流， 智能电视渗透率已达

80%，4K电视渗透率达64%；55英寸以

上的超大电视渗透率达46%。 电视平均

尺寸达48.8英寸。

奥维云网黑电事业部副总经理朱圆

圆表示，渠道方面，线上彩电销售迅猛增

长，上半年售量占比达44%，相比去年同

期增长9个百分点。线下渠道萎缩。 其中，

连锁渠道零售量同比下降11%，其他渠道

下降12%。

朱圆圆认为， 彩电产业面临多种挑

战，包括需求减少、运营成本增加、过度竞

争等。 预计下半年会有3家手机企业进入

电视行业，行业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出口市场比较乐观。 彭剑锋表示，海

关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5月彩电出口

创新高，出口量达3370万台，同比增长了

26.6%； 出口额为53.6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9%。 企业前期的国际化布局已取得成

效。 不过，彭剑锋指出，出口市场存在一

些不确定因素。 今年以来，各尺寸面板价

格同比下降超过3成，彩电价格受此影响

进入降价区间。

寻找增量

朱圆圆预计，下半年行业将呈现持续

弱增长态势。 全年看，预计销量为4913万

台，同比增长3.4%，销额为1597亿元，同

比下降2%。

对于电视行业的未来增量，彭剑锋认

为，经营互联网电视存量用户和汰旧换新

将成为彩电行业扩大内需的两个抓手。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互联网

电视存量为3亿台。 其中，用户激活规模

为2亿规模， 有望带来可观的广告及订

阅收入。 从目前情况看，接近7成的激活

用户是彩电6大骨干品牌的用户， 经营

用户成为相关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 汰

旧换新成为另一大动能。 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国内品牌彩电销量大约5000万

台/年，通过推动汰旧换新，行业内需规

模有望提升50%。

吉峰农机股东存被动减持可能性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吉峰农机7月25日晚间公告

称，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西藏山南神

宇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通知，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存在被动减持的可能。 西藏山南神

宇收到相关证券公司的通知， 由于

相关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涉及违

约， 如西藏山南神宇未能追加保证

金、补充质押或提前回购，上述质权

人可能按照协议约定对其质押的股

票进行违约处置， 导致被动减持公

司股票，共计569.98万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34.13%。 西藏山南神

宇持有公司1670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4.39%。 截至本公告日，处

于质押及冻结状态的股份数为

1379.98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数的

82.63%，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63%。

下半年水泥市场向好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根据数字水泥网监测数据，

上半年全国平均水泥价格达419

元/吨，同比上涨79元/吨。 业内人

士表示，6月以来熟料价格持续坚

挺，处于2012年以来的高位。 环保

治理约束供给将助力下半年水泥

价格提升。

区域市场分化

上半年水泥价格呈现同比涨

幅较大、环比持续稳定的态势。 一

季度为淡季， 但价格环比回落幅

度较小，PO42.5维持在410元/吨

左右。 二季度价格整体抬升明显，

稳定在430元/吨左右。

上半年， 六大区域水泥价格

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其中，华东

地区表现最为亮眼， 价格及涨幅

均居前，平均价为453元/吨，同比

上涨116元/吨。 西南和中南地区

价格分别上涨为83/吨和82元/吨。

东北、 西北和华北地区分别上涨

70元/吨、66元/吨和33元/吨。

整体看， 全国大部分地区水

泥均价超过400元/吨；低于400元

/吨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省份和

西南地区。

上市公司方面，已公布上半年

业绩预告的10余家水泥公司全部

预增。业绩增长主要在于受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环保监管趋严以及

行业自律等因素，供需关系改善带

动销量上升和价格上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月

行业利润达到515亿元，同比增长

163.85%，为历史最好水平。

数字水泥网CEO陈柏林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南北水泥行业

效益差距进一步拉大。南部企业远

好于北部企业，长三角、珠三角、西

南等地企业表现突出，海螺、华新、

万年青、华润、塔牌等企业利润增

速均大幅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北部

市场需求相对差，企业价差较大。

熟料价格坚挺

近日，海螺水泥对江浙沪沿江

地区的熟料价格上调10元/吨，上

调后熟料装船价格约为420元/吨。

海通证券分析师表示，往年6月

-8月熟料价格通常先跌后涨。 但从

今年的情况看，6月以来熟料价格持

续坚挺， 处于2012年以来的高位。

本次海螺水泥上调熟料价格超出市

场预期。 沿江地区熟料价格通常是

华东水泥市场价格风向标， 预计淡

季水泥价格有望提前止跌回涨。

“6月华东区域水泥产量同比

略降0.92%，1-6月累计产量同比

下降约1.39%； 从龙头企业7月以

来的出货情况看，较前期出现一定

幅度下滑， 但仍属于淡季正常水

平。 ”上述分析师表示。

陈柏林预计，全年水泥需求比去

年虽有下降，但幅度有限。分区域看，

东北、西北地区低迷，华东和华北地

区稳中有升，西南和华南地区延续增

长，整体呈现南稳北降的态势。

“下半年环保治理力度预计

将加强，部分地区水泥熟料供应可

能现紧张态势。 环保治理约束供

给， 将助力下半年水泥价格提升，

全年行业利润突破历史高位确定

性强。 ” 陈柏林表示。

君如资产举牌劲拓股份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劲拓股份7月25日晚间公告

称，收到深圳市君如资产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公司总股本5%以上的通知。

7月2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

圳市君如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赢丰成长1号私募基金通

过集合竞价方式买入劲拓股份股

票160.223万股，创智1号私募基金

通过集合竞价方式买入劲拓股份

股票27万股， 君如精选5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通过集合竞价方式买

入劲拓股份股票1.72万股。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君如资产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合计持有

劲拓股份股票1268.8695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21%，成为公司5%

以上股东。

华塑控股控制权可能变更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华塑控股7月25日晚间公告

称，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通知，获悉西藏麦田及

其股东浙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湖北新宏武桥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了 《关于债权债务处理

之框架协议》。

根据约定， 作为浦江域耀、

西藏麦田对新宏武桥母公司湖

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负债

务的担保措施，浦江域耀拟以让

与担保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西藏

麦田100%股权变更登记至新宏

武桥名下。 本次《框架协议》的

签署，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

千山药机

实控人被平仓43.96万股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千山药机7月25日晚间公告

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盛秋

接到质押权人证券公司正式通

知， 因黄盛秋股票质押合约发生

违约， 未按证券公司要求进行提

前购回标的证券、偿还负债，证券

公司拟于7月23日起的90个自然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处置黄盛

秋质押的标的证券股份， 处置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一，处置股份数量以最终处

置结果为准。

2018年7月25日， 公司收到证

券公司的通知，证券公司已于7月23

日、7月24日处置了黄盛秋质押的标

的证券， 本次合计违约处置数量为

43.96万股，成交金额195.18万元，平

均成交价4.44元/股。 本次减持前，

黄盛秋持有公司股份541.7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本次减持后，

黄盛秋持有公司股份497.7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38%。

*ST生态逾期债务31.79亿元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ST生态7月25日晚间公告

称，因资金周转困难，致使部分到

期债务未能清偿。 截至7月24日，

公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共计31.79

亿元。 公司净资产为106.33亿元，

逾期债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9.82%。

公司表示， 部分债权人根据债

务逾期情况已经采取提起诉讼、仲

裁、 冻结银行账户、 冻结资产等措

施， 未来公司可能面临需支付相关

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增加

公司的财务费用， 加剧公司面临的

资金紧张状况。 相关逾期引发的债

权人措施，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

务开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公司积极

与债权人进行沟通， 部分债权人已

经与公司达成了缓解债务违约问题

的协议， 同意帮助公司迅速恢复生

产经营，部分电厂已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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