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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发展拟定增募资

不超过4.6亿元

红星发展8月26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向包

括公司控股股东红星集团在内的不超过10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60.9万股，募

资总额不超过4.6亿元。

公告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用于扩建2万吨/

年硫酸钡副产1万吨/年硫化钠项目、3万吨/年

动力电池专用高纯硫酸锰项目、6000吨/年高

性能电解二氧化锰项目、2万吨/年硫化钠项目

和收购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五大

项目。 红星集团承诺认购金额为不低于此次募

资上限的60%。 （崔小粟）

中国石化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增长54%

中国石化8月26日晚披露半年报， 公司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6亿元，同

比增长53.6%。

公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 中国石化实现

油气当量产量224.59百万桶。炼油方面，上半年

原油加工量1.21亿吨，成品油产量7637万吨。其

中，汽油产量同比增长5.7%，煤油产量同比增

长9.4%。 上半年成品油总经销量9648万吨。 其

中，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8845万吨，同比增长

1.4%。

公司表示，下半年，中国石化计划生产原油

1.46亿桶。其中，境内1.25亿桶，境外2100万桶；

生产天然气4978亿立方英尺。 计划加工原油

1.21亿吨，计划境内成品油经销量9050万吨，计

划生产乙烯573.4万吨。（崔小粟）

华帝股份上半年

净利同比增长45%

华帝股份8月26日晚公布半年报业绩，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1.74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3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7.24%、45.32%。

公告显示， 华帝股份传统烟灶产品持续稳

定增长，热水器业务成为新的增长点。根据奥维

云网监测数据（不含专卖店），2018年1-6月，

华帝烟机、灶具、燃气热水器均价分别同比提升

5.50%、10.46%、9.34%， 零售额市场份额分别

同比提升0.47%、0.12%、0.39%。（于蒙蒙）

坚瑞沃能上半年

净利同比下降399%

坚瑞沃能8月26日晚公布半年报业绩，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2.38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46.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亏损16.70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99.03%。

对于业绩亏损，坚瑞沃能表示公司受债务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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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部

分客户应收债权的可回收水平，公司对部分客户

的应收款项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补充

计提坏账准备；根据存货和固定资产目前的预计

可变现净值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

跌价准备；由于公司付息债务较多，当期计提利

息费用等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于蒙蒙）

聚焦主业 航天长峰退出北科公司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8月2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

所获悉， 航天长峰挂牌转让北京市北科数字医

疗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科公司” ）46.26%股

权，转让价格为6519.88万元。

溢价逾三成转让

航天长峰公告表示，经收益法评估，在持续

经营的前提下， 北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值为14093.99万元。 评估增值3560.46万元，

增值率33.80%。航天长峰持有的出资权益，对应

评估价值为6519.88万元。

北科公司成立于2001年， 注册资本为

2009.7万元。 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软件开发；计算

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仅限PUE值在1.5以下

的云计算）；产品设计；销售医疗器械；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股权方面，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46.26%，自然人张阳、魏志强、尚洪雷、祝夭

龙、 陈巽祯、 刘为众、 彭红、 武伟轩分别持股

23.54% 、9.82% 、5.4% 、3.77% 、3.28% 、3.18% 、

2.19%、1.64%，其他股东持股0.92%。 公告显示，

原有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这意味其他

股东可能接盘。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北科公司营业收入

为14794.93万元，净利润为2446.78万元，资产

总计为16912.06万元，净资产为10533.53万元。

截至2018年7月31日， 北科公司营业收入为

6348.62万元，净利润为285.93万元，资产总计为

19307.51万元，净资产为10819.46万元。

集中发展主业

航天长峰主营业务定位于安保科技、 医疗

器械、电子信息三大板块，涉及平安城市、大型

安保系统、应急反恐、国土边防、公安警务信息

化、安全生产监管、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手术

室工程、特种计算机、红外光电产品等多个业务

领域。

2017年以来， 航天长峰业绩出现下滑。

2017年， 航天长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1031.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2.13%；2018

年一季度净亏损2318.93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

1433.82万元，亏损进一步扩大。

对于本次挂牌转让北科公司全部股权，航

天长峰表示， 北科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模式以

医疗器械的经营销售为主， 鉴于北科公司为业

务较为单一的医疗器械销售型企业， 非本公司

核心业务，本次挂牌转让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进一步集中主业发展资源，提升自主技术、自主

产品比重，对于非核心业务进行调整，并逐步退

出相关业务。

航天长峰表示，本次挂牌转让，预计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影响， 且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集中核心主业发展资源。 本次挂牌转让

完成后，公司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预计对公

司当期损益产生一定的贡献。

挂牌公告显示， 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境

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

组织；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用、无不良经营记录；本项目不接

受联合受让，不得采用委托、信托、隐名委托等

方式申请受让。

三一重工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增长近两倍

三一重工8月26日晚披露半年报，公司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81.24亿元， 同比增长

46.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89亿

元，同比增长192.09%。 基本每股收益0.44元。

公司称，上半年，受下游基建需求拉动、设

备更新需求增长、人工替代效应、环保驱动等

因素推动， 工程机械行业延续了2016下半年

以来的快速增长势头。 2018年上半年，挖掘机

械销售收入111.60亿元，同比增长61.62%；混

凝土机械实现销售收入85.49亿元， 同比增长

29.36%。 起重机械销售收入达41.02亿元，同

比增长78.47%；桩工机械、路面机械等设备销

售均实现较快增长， 总体市场份额进一步增

加。 （崔小粟）

工信部加快5G系统等重点频率规划和许可进度

□

本报记者 杨洁

三大运营商相继发布中报以后，5G板块近

期表现活跃，5G政策层面的支持部署亦在加

强。工信部8月24日消息，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

程师张峰表示， 下半年全国无线电管理机构要

加快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配套规章制度，配合全国人大开展《无线电频谱

资源管理法》立法相关工作，加快5G系统等重

点频率规划和许可进度。

5G频谱分配方案有望9月落地

频谱是5G商用部署的重要资源。国际上5G

频谱拍卖的消息越来越密集，截至目前，英国、

韩国、西班牙等国已经完成5G频谱拍卖，美国、

日本也将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5G频谱拍卖。 中

国信通院副院长、IMT-2020（5G）推进组组长

王志勤8月24日在重庆智博会上透露， 今年9月

或将正式发布5G频谱资源的最终许可方案，频

段的分配也不会考虑“拍卖” 模式，而是延续指

派制度。

张峰表示，下半年，工信部加快5G系统等

重点频率规划和许可进度， 缓解频谱使用结构

性紧缺，推进频谱资源管理精细化、科学化，对

利用率低的频率将依法予以回收。

我国已明确5G系统频率将集中在中频

段。 2017年11月15日，工信部发布《关于第五

代 移 动 通 信 系 统 使 用 3300-3600MHz 和

4800-5000MHz频段相关事宜的通知》。 工信

部介绍，本次发布的中频段5G系统频率使用规

划，能够兼顾系统覆盖和大容量的基本需求，是

我国5G系统先期部署的主要频段。

今年6月11日，为协调解决中频段5G系统移

动通信基站与其他无线电台（站）的电磁兼容共

存问题，工信部发布《3000－5000MHz频段5G

基站与其他无线电台（站） 干扰协调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明确5G系统基站与其

他无线电台（站）干扰协调标准和程序，为5G系

统基站的后续建设提供必要的技术政策支持。

业内人士介绍， 频谱资源许可方案直接关

系到运营商对5G的投资成本。从全球5G频谱分

布来看，3.5GHz最具有全球通用的可行性，相

比于4.9GHz也更具有经济性，因而也就成为运

营商分外眼红的稀缺资源。“低频率虽然传输速

率越低，但是信号的波长越高，穿越障碍物的穿

透能力越高，基站的覆盖范围越广。 也就是说，

单位面积内，所需要的基站数量就越少，投资成

本就越低。 ”

5G独立组网测试规范发布

针对今年6月全球5G独立组网标准冻结、

5G产业进入冲刺期， 在8月24日的重庆智博会

上，王志勤还发布了中国5G系统组网验证第三

阶段第二批测试规范，促使我国5G产业和产品

形态形成集聚，产业链之间形成互动。

王志勤介绍，到今年8月底，各企业基本完

成5G非独立组网的室内和室外测试，预计今年

年底会完成5G独立组网的测试工作。

此外，王志勤表示，今年年底5G系统设备

会实现预商用，但终端方面时间还是比较紧张，

这是因为很多芯片企业明年上半年才会有5G

商用芯片。

业内人士指出，对5G板块,投资人应注重

投资节奏。 根据中信建投研报统计，中国运营商

5G主体投资规模将达1.23万亿元，较4G投资规

模增长68%。 5G的大规模资本支出将会在2020

年以后， 从5G的技术特点和产业变化考虑，直

接利好主设备、光模块、光纤光缆、天线射频器

件、小基站等板块。

在推进5G发展过程中，应用是5G发展的关

键。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曾表示，预

计2019年下半年5G初步具备商用条件，届时也

有望看到第一部5G手机。 闻库还指出，推动融

合应用是5G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当前，5G商用

脚步越来越近，探索发掘、推广普及5G典型应

用成为5G成功商用的关键。

东方集团上半年

扣非净利同比增141%

东方集团8月26日晚披露业绩快报。 公司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收42.95亿元， 同比增长

19.47%； 实现净利润5.25亿元， 同比增长

30.11%；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1.26%。

东方集团表示， 公司现代农业产业粮油业

务规模进一步拓展， 推动营业收入同比实现较

大幅度增长。公司进一步加强费用管控，优化资

产负债结构，有效降低了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管理及运营能力进一步提

升，项目建设进度加快，盈利能力提升，实现了

净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上年同期出售方正证

券股票实现了1.71亿元投资收益， 是扣非净利

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宋维东）

累计开行10000列

中欧班列规模质量跃上新台阶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8月26日，X8044次中欧班列 （汉堡—武

汉）缓缓驶入武汉吴家山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标

志着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0000列。 中

欧班列开通8年来， 已实现国内48个城市开行，

到达欧洲14个国家、40余个城市；货品种类不断

丰富，对地区产业的带动作用显著。

规模与质量迈上新台阶

2011年至2016年， 中欧班列分别开行17

列、42列、80列、308列、815列、1702列。2017年，

中欧班列全年开行3673列， 同比增长116%。

2018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共开行2490列，同比

增长69%。 中欧班列规模增长进入快速通道，被

喻为“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 。

与此同时， 中欧班列质量效益提升更引人

注目。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翊

宇介绍，目前中欧班列在去程组织上，运输货物

品类已从最初的轻工用品、 日用百货等逐步扩

大到汽车汽配、粮食食品、木材、家具、化工品、

机械设备等多种类商品， 笔记本电脑等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逐渐增多。

今年3月，专为美的家电定制的合肥中欧班

列开往波兰最大铁路枢纽货运站罗兹车站。 去

年5月，由大庆市开往比利时泽布鲁日的沃尔沃

高档小汽车专列是中国制造的豪华轿车首次进

入欧洲市场。 李翊宇谈到，在返程组织上，中欧

班列已形成以汽配、机械设备、日用品、食品、木

材等为主的固定回程货源。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吴家山中心站看到，汉

堡到武汉的第10000列中欧班列上，装载着德国

制造的汽车零部件， 以及来自白俄罗斯的鲜牛

奶等货品。

铁路总公司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基本形成

了65条中欧班列线路， 已实现国内48个城市开

行，到达欧洲14个国家、40余个城市。 以中欧班

列（武汉）线为例，开行以来，共运送价值60亿

美元的货物出口到国外。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在中国对“一带一

路” 国家出口中，铁路运输出口额增速最快，其

中2017年以铁路运输的货物出口额为155.7亿

美元，较2016年增长34.5%。

带动产业集聚

临近吴家山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各类物流

园区和产业园分布在路边， 一辆辆装载货物的

重卡、厢式货车往来穿梭在马路上。

“通过开通中欧班列，对接武汉当地产业需

求，满足了不同层次企业需求，吸引了多家知名

企业入驻武汉或在鄂投入项目，如法国迪卡侬、

中航林业等。” 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

处副处长杨华俊介绍。

武汉铁路局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冠捷、英利、台湾奇宏科

技， 以及世界奶粉巨头澳优公司等纷纷向湖北

转移生产布局。 中欧班列（武汉）超过六成的去

程货品，来源于湖北本土的东风整车、富士康电

子产品、冠捷显示器、武钢特种钢材、长飞集团

光缆等大型制造企业，中欧班列（武汉）拉来一

条产业带。 ”

“以前公司从德国进口的汽车零配件海运

需要45-50天，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大约需要17

天左右，铁路运输性价比是最高的。 ” 武汉本田

贸易有限公司员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

前公司产能紧俏的主机，其零配件需要从德国、

东欧地区进口的，都是通过中欧班列来运输。 ”

中欧班列出口拉动带来的产业集聚在多个

地区显现出影响。 据了解，在厦门海沧，进口汽

车口岸已建设完成， 整车和汽车零售配件进口

均试水中欧班列， 且正在探索通过中欧班列进

行新能源汽车电池出口业务。

厦门冠捷科技公司通过中欧班列 （厦门）

线路节省了大量运费。铁路部门相关人士介绍，

冠捷科技以及一些光伏产业企业成为中欧班列

(厦门) 的稳定客户， 一批高新项目相继落户厦

门，促进了地区产业升级，提高了厦门制造产品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此外， 中欧班列促进中西部地区物流产业

升级， 发达地区物流产业不断优化。 中欧班列

（武汉）国内辐射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以

及东南亚国家，推动武汉成为全国物流集结、分

拨、中转、到发基地。

今年1-7月份，陕西中欧中亚班列运送货物

总重达68.97万吨，位居全国第一。 以西安为中

心，连接中亚、辐射欧洲的陕西铁路国际物流格

局已全面形成。 乌鲁木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已

经与疆内外200余家进出口企业形成稳定的合

作关系，为国内“外向型中小企业走出国门” 搭

建起了物流集结服务平台， 班列运输产品不仅

服务于新疆本地企业，同时，辐射广东、浙江、四

川、北京、上海、重庆等10余个省市。

共享单车订单萎缩 供应商中报净利滑坡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受共享单车订单减少影响， 上市公司上海

凤凰、 信隆健康、 中路股份等共享单车供应商

2018年半年报净利下滑。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目

前共享单车行业监管趋严，用户增长缓慢，共享

单车已经进入存量竞争市场， 供应商需创新业

务，探索维修、回收共享单车后市场商业模式。

三家供应商业绩大幅下滑

上海凤凰是共享单车品牌OFO的供应商。

根据上海凤凰半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3.53亿元，同比下滑55.7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1.35万元，同比下

滑55.44%。 对于营收的减少，上海凤凰表示，主

要是共享单车订单大幅减少，导致收入减少。

早在2017年5月， 上海凤凰控股子公司凤

凰自行车与OFO共享单车运营方东峡大通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十二个月在中国境内，东

峡大通向凤凰自行车提供总量不少于500万辆

的采购计划。

但事与愿违。 今年5月5日，上海凤凰公告

披露， 凤凰自行车共向东峡大通及其关联公司

提供各类自行车产品仅为186.16万辆， 实现销

售收入6.37亿元。 对此，上海凤凰认为，战略合

作未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对共享单车

的监管， 及共享单车实际投放情况对共享单车

的投放需求带来影响， 东峡大通减少了实际采

购数量。

中路股份子公司上海永久是优拜单车和共

佰克的产品供应商。 据中路股份半年报披露，

2018年上半年上海永久实现销售收入1.83亿

元，同比下滑22.13%。

信隆健康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75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25.8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4.39万元， 相比上年

同期减少87.61%。 信隆健康主营业务为自行车

零配件、运动器材、管料成型加工等，其是共享

单车品牌摩拜的合作方，生产销售车把、立管、

座管、车架、菜篮、锁壳等零配件。

信隆健康表示，由于2018年国内共享单车

需求量大幅减少， 公司报告期内共享单车的订

单相比上年同期急剧减少约90%， 导致报告期

内的自行车零配件销售收入下降31.12%。

需开拓新市场新业务

共享单车订单下滑也影响到了上半年自行

车生产量。 根据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数据，

2018年前6个月， 我国自行车制造业主要产品

中，两轮脚踏自行车累计完成产量1941.5万辆，

累计同比下降32.1%。

易观出行行业分析师孙乃悦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2016年、2017年这两年是共享单车

的爆发期， 共享单车行业的繁荣带来前两年自

行车生产量提升，但现在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

行业整体渗透率较高，用户量增长缓慢，加上行

业监管趋严， 共享单车订单量减少造成自行车

生产量下滑。

孙乃悦认为， 共享单车已经是一个存量市

场，短期内订单减少会对生产商造成冲击，这样

供应商的业绩就会相应受到影响。 虽然自行车

生产是一个传统行业， 但是生产商未来要迎合

行业升级，探索新业务，或者进入共享单车后市

场的车辆维修以及回收。

上海凤凰认为， 当前自行车行业发展中出

现的新问题、 新情况将进一步促进行业转型升

级，未来“高端化、品牌化” 仍然是行业的主要

发展方向。 上海凤凰表示，在国内市场，公司积

极应对共享单车带来的冲击， 通过加强凤凰终

端形象店建设，拓展淘宝、京东电商渠道等，使

凤凰中高端产品能够直接面向消费者。 在国际

市场，公司加大传统出口市场深耕力度，并积极

拓展符合公司产品定位的新市场， 为公司山地

车、 高端城市车和童车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

渠道。

此外，开拓新业务也是一个选择。从信隆健

康来看， 公司自2018年8月起大量供应小米电

动滑板车配件，向其供应底板、折叠立管、鹅头、

挂钩等主要配件。目前，公司正加速建置新的产

能以适应其订单量的需求， 预计此项新增业务

将对2018年第三季度及其后续一段期间的公

司业绩提供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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