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码移动互联网业务

三大电信运营商加速转型

□本报记者 张玉洁

2014移动互联网国际研讨会（IMIC）

于8月14日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与

会专家和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随着移动互联

网和全球4G网络的迅速发展，流量消费规模

将迅速增加，这将对通信运营商的传统盈利

模式形成挑战。 而三大运营商纷纷谋求转型

求变，发力移动互联网，加码新业务。

盈利模式遭受挑战

中国电子学会名誉理事长吴基传表

示，近两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通信

行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对运营商传统

商业模式带来很大的冲击。 流量收入成

为各大运营商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上半年移动数据流

量同比增长91.4%，无线上网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51.8%，占通信服务收入比重达到24.2%。

上半年，中国联通移动宽带业务收入

占比达到68.3%，同比提升10.6%，3G、4G

移动宽带用户同比增长40.8%，在移动用

户中的渗透率达到48%。

华为电信业务部总裁张平安认为，移

动互联时代，全球的电信运营商都在实施

数字化转型，“数字业务+企业业务” 将

成为两大增长点。

加码移动互联网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建议，目前移动

互联网仍在创业期， 应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新技术和业务发展，在核心芯片、

操作系统等产业链方面加快推进；同时，

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营造健康移动互联网

发展环境。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表示，将在打

造无线宽带网络、推动智能能终端发展、

积极部署云计算平台和发展融合通信业

务四个方面推动移动互联网建设。

智能能终端方面，中国移动年底将推

出更多500-1000元的低成本智能终端，

加速智能终端普及。 今年计划采购超一

亿部智能终端。

融合通信业务方面， 目前已有多款

volte终端正在测试。李正茂表示，中国移

动力争2015实现融合通信全面商用。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张继平表示，对于

互联网业务，将实施隔离的运营机制，让

新的产品在新的环境下运营。 近年来，中

国电信通过有线宽带资源开放、驻地网合

作、虚拟运营商引入等措施，与更多社会

资源尝试合作共赢。

中国联通副总裁张钧安表示，中国联

通将实施3G、4G一体化战略， 同时打造

智能管道，提升用户体验，并为合作伙伴

提供更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国联通还将积

极探索与OTT产品新的合作模式， 与多

家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推出更多流量产

品，并积极探索流量收费的新模式，促进

移动互联网业务快速发展和流量提升。

此外，在行业应用中，中国联通积极

发展移动互联网业务，目前已在汽车信息

化、教育信息化、远程监控、3G移动办公

等应用领域占据一定市场地位。

联想集团第一财季盈利增长23%

PC全球份额接近20% 智能手机称雄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傅嘉

8月14日， 联想集团公布第一财季业

绩报告。 集团报告期内实现收入104亿美

元，同比上涨18%，实现盈利2.14亿美元，

同比上涨23%。集团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份

额接近20%，创下历史新高；平板电脑方

面，联想成为全球第三大厂商；智能手机

总销量首次超越其个人电脑销量，同比上

升39%。

业绩继续走强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联想集团

的业务仍然高速增长， 并超过市场预期。

传统个人电脑业务方面，集团连续五个季

度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厂商，全球市场

份额达到19.4%，创下历史新高。

公司移动业务增长势头颇快，并创下

多个纪录。 报告期内， 平板电脑销量达

230万台，同比增长达67%，是整体市场

增幅的近8倍，联想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三

大平板电脑厂商。 智能手机方面，集团智

能手机在全球销量则达到1580万部，同

比上升39%。联想智能手机销量首次超越

其个人电脑销量。

盈利能力方面，联想第一财季的毛利

同比上升13%至13亿美元， 毛利率为

13%。 截至2014年6月30日，集团净现金

储备35.8亿美元。

联想集团CEO杨元庆表示， 联想

在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份额再创历史新

高， 同时首次成为全球平板电脑市场

第三名， 并进一步巩固了全球智能手

机第四大厂商的地位。 集团对摩托罗

拉移动和IBM� x86服务器业务的并购

交易审批已接近尾声， 未来将拥有更

多的发展机遇。

智能机国内出货量超三星

值得注意的是，联想集团在国内智能

机市场超过三星，坐上头把交椅。 IDC公

布的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数据显示，

智能机老大三星出货量跌至1026万台，而

联想集团同期出货量达到1302万台，同比

增长12.5%；小米、酷派、华为紧随其后，三

星在中国市场出货量滑落至第五位。

在全球市场上，联想智能机市场份额

仍排名第四。三星、苹果、华为二季度智能

手机出货量分别达到7430万台、3510万

台和2030万台，联想集团则为1580万台。

杨元庆表示，联想在国内智能机市场

份额的迅猛增长， 主要得益于向4G转换

过程中对产品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得益于

公司对销售渠道的积极拓展。

针对之前的两笔收购， 杨元庆表

示，从近期业绩可以看出，摩托罗拉移

动的市场表现继续向好， 在交易完成

后联想将把更多的创新业务带给全球

更多客户，有信心在完成交易后的4到

6个季度使摩托罗拉业务扭亏为盈。 服

务器方面， 集团有望在与IBM� x86服

务器交易完成后一年内， 让企业级业

务规模达到50亿美元， 利润率高于个

人电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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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上半年净利下滑8.5%

4G用户激增 股价创5年新高

□本报记者 王荣

中国移动发布上半年业绩。上半年，公

司营运收入为3247亿元， 同比增长7.1%，；

股东应占利润为577亿元，同比下降8.5%。

尽管业绩表现不理想，公司股价当日

却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高。 中国移动表

示，4G网络商用和快速发展给公司带来

了很大的机遇， 但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

公司将进一步加快战略转型并全力加快

发展4G业务。

业绩延续下滑

2013年， 中国移动首次出现全年净

利下滑。 今年上半年，受到投资增大以及

营改增、 网间结算标准调整等因素影响，

公司净利润延续了去年的态势。

上半年， 中国移动通信服务收入

297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7%。其中

语音业务收入为1658亿元， 同比下降

5.3%， 产品销售以及其他收入为268亿

元，同比增长45.2%。

移动数据流量上半年同比增长91.4%，

无线上网业务收入达720亿元，相比去年同

期增长51.8%，占通信服务收入的24.2%。数

据业务成为拉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今年公司营运支出压力持

续增大。 2012年，营运支出占营运收入比

率为73.8%，2013年为78.5%，2014年上

半年为80.8%。 此外，公司还面临移动互

联网业务对传统短信、电话业务的冲击。

分析人士指出，2014年和2015年将

是中移动最为困难的两年。 随着4G网络

建设全面铺开、 移动通信业务转售启动、

营改增的实施等，未来中移动利润还有可

能继续下降。

自6月1日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

围后，三大运营商均已按新的税率进行缴

税。中国移动预计，受营改增影响，今年收

入下滑9%，利润下降超过200亿元。

此外，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此前在

出席“2014年亚洲移动通信大会”时透露，

今年中国移动将建成50万个4G基站，4G整

体投资将超过2400亿元。 这一数字相当于

中国移动去年全年营收的38%。中国移动去

年营收为6302亿元，净利润为1217亿元。

4G用户快速增长

尽管业绩下滑，公司股价在8月14日

却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高， 这与公司4G

建设迅速、用户快速增加密不可分。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

移动用户总数超过7.9亿户，4G用户达

1394万户。 上半年全渠道销售手机1.2亿

部，其中4G手机销量2200万部，6月份销

售4G手机超过500万部。

上半年，公司4G基站达到41万个，覆

盖超过300个城市，3G和4G流量占移动

数据流量比重达到44%。

中国移动表示，4G网络商用和快速发

展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但随着LTE

（TD/FDD）混合组网试验的开展，公司

面临的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 今后将进一

步加快战略转型并全力加快4G业务发展。

数据成为拉动收入的主要动力， 流量

经营或成为中国移动的重点。此前，广东移

动与腾讯合作，推出微信流量红包活动，这

也是广东移动继流量共享、流量转赠之后，

在流量经营业务上又一次创新尝试。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此前指出，传

统运营商要进入到内容领域，否则会被管

道化。流量经营未来将是薄利多销。 而有

消息称，中移动或通过并购方式进入到内

容领域。 目前公司已有音乐、阅读、视频、

游戏、动漫、MM、手机报等组成的娱乐业

务，上半年实现了4.4%的收入增长。

中移动飞信招标结果近期出炉

盈利点或锁定企业级市场

□本报记者 傅嘉

接近中移动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透露，2014年-2015年飞信招标结果有

望在近期出炉。 招标金额方面，今年的规

模比去年略有增长。

据悉，去年刚刚打破神州泰岳对该业务

“垄断”的中软国际，续约飞信移动端项目概

率较大，而飞信PC端和服务器端项目仍由神

州泰岳获得，中标结构与去年相比保持稳定。

该人士表示，目前中移动正着力利用

RCS（融合通信）对相关业务进行整合，

飞信仍将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移动下

半年对RCS的投入逐步加大，预计飞信方

面的投入规模也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

中标格局不改

2013年飞信的招标情况曾引发广泛

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飞信长期被神州泰

岳“独占”的局面被打破。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移动将飞信分

拆为基础服务、无线产品、同窗服务以及公

共服务四个部分招标。 招标结果显示，基

础、同窗、公共服务（PC和服务器端）三个

项目包被神州泰岳获得， 中软国际则首次

中标无线产品（移动端）项目包，金额为1

亿元。 2013年飞信总招标金额较往年有所

降低，2012年飞信招标金额超过6亿元，而

在2013年，飞信的招标总金额则为5亿元。

按照惯例， 今年的飞信招标结果将于6

月出炉，但截至目前，中移动以及涉及飞信

业务的两家上市公司均没有公布中标情况。

一位接近中移动的人士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透露， 今年的飞信招标结果有望在近

期公布。 中标的格局与去年相比基本保持

稳定，金额较去年相比将有较小幅度增长。

该人士表示，飞信招标结果今年之所

以推迟出炉，主要是因为移动方面正在以

RCS为抓手，进行新的业务改造。 这其中

涉及到需要和下游公司沟通以及技术层

面的调整，导致了本次招标结果延后。

“中软国际去年接手之后，在飞信移

动端上有较大的动作， 产品迭代明显加

快，总体效果明显。 且移动方面不会频繁

更换供应商，这是中软国际有较大概率能

够续约的主要原因。 ” 该人士表示，去年

和中移动签订协议后， 中软国际在2013

年8月即公布了新的移动端飞信版本，去

年12月发布的V5版本飞信又进行了较大

的升级，不仅在UI设计层面，也加入了飞

信CALL、小型电话会议以及支付功能等

新模块。 统计数据显示，一年来飞信业务

出现回暖迹象 ， 活跃用户规模增长

40-50%之间，用户平均在网时长翻倍。

飞信业务谋变

近年来， 受OTT业务的猛烈冲击，飞

信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此背景

下，神州泰岳“独占” 飞信长达七年的局

面也告破。 业内曾认为，飞信业务将被边

缘化，但中移动方面显然对飞信的未来仍

抱有信心。

2014年巴塞罗那通信展期间， 中移

动总裁李跃表示，RCS未来在中移动战略

中具有核心地位，其操作层面即是全力发

展新语音、新信息、新联系。

分析人士认为，RCS表面看来和飞信

有一定的业务重叠，但在目前的框架和形

式下，仍将保持长期的并轨。 且飞信积累

了庞大的用户群体，在中移动的RCS战略

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业内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尽管飞信业务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但从技术层面来看，飞信独有的通信功

能仍有优势。 在RCS的战略框架下，飞

信业务将和中移动的通信资源进行整

合， 而非仅定位为简单的即时通讯软

件，这也是微信等OTT产品所不具备的

优势。 另外，中移动拟将飞信的盈利点

锁定在企业级市场，这也预示着飞信未

来在架构和模块搭载上将有较大变化。

“以移动端来看，中软国际在今年6

月上线了飞信V5.4.1版本。 此版本并没

有过多的前端升级，但中软国际对飞信

的底层代码进行了较大的手术，或是为

飞信的下一步布局做准备。 ” 上述业内

分析师表示，今年总体而言仍属于飞信

业务的蓄力年，中移动目前以4G为契机

将RCS推进到空前高度，未来中移动对

飞信的资本投入将保持较大规模增长。

澄清相关媒体报道

新海宜称和华发科技无关联关系

针对公司涉嫌隐瞒与苏州工业园区华发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的关

联关系的相关媒体报道，新海宜8月14日晚发布澄清公告称，公司和

控股股东张亦斌对华发科技无实际控制和影响力， 无论从形式上还

是实质上，均不属于关联方。

新海宜控股股东张亦斌曾参与华发科技的创立。 2001年12月25日,

张亦斌和自然人查磊共同设立了苏州工业园区科海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华发科技的前身），张亦斌和查磊分别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此后为

了避免同业竞争， 张亦斌于2003年12月26日将其持有的该公司50%的股

份转让给非关联自然人张龙官，并随即办理完毕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新海宜强调，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后，公司与华发科技不再存在关联关系。

媒体报道还称“办理华发科技历次工商变更人员系公司或海竞

公司职员” 。对此，新海宜并未否认。经核查，报道所称办理华发科技

工商变更的人员有姚维品、余秀华、姜波、黄一清，前述人员在办理华

发科技工商变更时系新海宜或海竞公司的职员， 但前述人员未在张

亦斌控制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针对华发科技与新海宜之间的交易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质疑，

新海宜在公告中表示， 公司于2003-2013年度向华发科技采购了总金额

为7,914.27万元的货物，占公司采购总额的比重为3.94%，主要采购物品为

钢板、塑料粒子、连接器等，该等业务往来系新海宜正常的购销行为，占同

类业务比重均较小，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刘兴龙）

中水渔业拟购买中渔环球

复星系战略入股

中水渔业8月14日晚间披露资产重组预案， 拟购买公司实际控

制人持有的远洋渔业资产，该部分资产预估值为24.04亿元。 值得注

意的是，复星系也将参与此次重组，出资近7亿元认购股份。 分析人

士指出，此次复星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股份，或是对国资改革大背景

下中水渔业长远发展极具信心。

注入远洋捕捞资产

预案显示， 中水渔业向中国水产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增资计划完成后中渔环球100%的股权，其中交易对价的85%以

发行股份方式支付，15%以现金支付。

同时，拟向战略投资者复星产业、复星创富、复星创泓和复星惟

实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25%的配套资金， 部分募集资

金用于支付目标公司15%股权的交易对价， 剩余资金用于目标公司

在建项目建设及补充其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价格为6.46元/股。 根据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和发行价

格，本次向中国水产发行的股份数量约为3.16亿股，向战略投资者复

星产业等发行约1.05亿股。 预计募集配套资金约6.81亿元，其中3.61

亿元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

中国水产为中农发集团全资子公司。本次重组后，中水渔业股本

总额约为7.41亿股， 国有股东中农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

司的股份数量预计将由1.89亿股上升至5.05亿股， 持股比例从

59.18%上升至68.22%。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农发集团。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中水渔业是中农发集团控股的以远洋渔业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根据中农发集团发展战略， 远洋渔业是核心产业， 以中水渔业为平

台，整合远洋渔业板块资源是落实发展战略、推进集团远洋渔业板块

核心资产实现整体上市的重要举措。

通过本次交易，中农发集团所属远洋渔业核心资产基本实现上市。

交易完成后，中水渔业拥有的捕捞资源和生产能力均大幅提高。 有利于

上市公司形成较为完整的远洋渔业产业链，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实现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加强远洋渔业资源的整合及综合开发利用。

中国水产所属优质远洋渔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 上市公司的

业务规模、作业区域显著扩大，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整体盈利能力； 同时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将得到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将进一步加强。（陈静）

江淮汽车第五代纯电动轿车

预计明年上市

8月14日，在上交所组织的“我是股东—中小投资者走进江淮汽车”

活动上，近四十位投资者与媒体参观了江淮汽车乘用车生产基地和发动

机、变速箱等核心零部件生产线。江淮汽车表示，公司第五代纯电动轿车

正在做最后验证和上市准备工作，轻卡“国四新路线”也在稳健推进中。

江淮汽车表示，第五代纯电动轿车是国内第一款完全正向研发的

电动轿车，预计今年年底将进行量产，明年初便可正式上市。公司人士

表示，新能源汽车作为江淮汽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较早，经过几

年的技术储备与市场化运营积累，已经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且较为

可行的商业模式，并且成功推出了四代纯电动轿车。据悉，2013年公司

电动轿车全国销量达600台，北京地区销售200多台。（余安然）

华星化工中期净利大增261.7%

华星化工8月15日披露2014年中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31.21亿元，同比增长337.99%；实现净利润4810.41万元，同比增

长261.70%。

公司表示， 营业总收入的增长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年年富大单业

务贸易量大幅增长； 净利润的增长则归功于子公司年年富大单业务

贸易量大幅增长贡献利润。 公司预计，2014年三季度净利润将实现

7300万元-8800万元，增幅达140.61%—190.05%。（余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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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国中水务农村水务项目落地

上半年，国中水务实现营业收入26486.48万元，同比增长59.03%；

实现净利润5140.70万元，同比增长79.16%。公司分别与山东省莱芜市、

四川省宝兴县签订了水务项目合同，在农村水务市场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中水务有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加速由传统水务投资运营商向

环保产业系统服务提供商战略转型， 目前基本完成了农村环保产品

设备、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系统建设工作，构建了较完整

的适应国内水质和城镇市场特征的水处理设备技术体系。

日前国中水务下属子公司与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的高庄街道办

事处、牛泉镇签订了有关水务投资及供水特许经营合同，在特许经营

期限（30年）内提供小型供水设备及供水服务，日供水规模合计3000

吨。 另外，公司还与四川省宝兴县签订了关于农村集居点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采购合同， 为宝兴县22个村镇提供日污水处理规模合计2160

吨的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合同金额1000万元左右。（马越 尹哲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