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齐锂业

展开“资源+加工”式扩张

成功竞得扎布耶股权、加码“矿石+卤水”

锂资源原料、收购银河锂业，快速实现锂盐产能

翻番，天齐锂业的版图扩张环环相扣，从上市之

初的单纯锂加工企业， 逐渐成为拥有集锂辉石

资源、锂矿采选加工、锂系列产品深加工及销售

于一体的国际化锂业公司。

布局产品深加工

在控股泰利森以及参股西藏日喀则扎布耶

锂业进军盐湖锂矿开采后， 为实现公司产业整

合并发挥协同效应， 天齐锂业在产品深加工方

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8月24日晚间， 停牌近四个月的天齐锂业

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天齐锂业香港将以

1.22亿美元收购银河锂业澳洲持有的银河锂业

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江苏100%股权。

公告显示， 银河锂业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江

苏张家港，拥有国内唯一全自动碳酸锂生产线，

具备年产电池级碳酸锂1.7万吨产能，为全球最

大，在运输成本、人力资源及配套设施等方面具

备优势，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强，并获得了国内主

要正极材料生产厂商的供货资格， 实现了对日

韩高端市场的稳定供货。

通过收购银河锂业江苏， 公司中游锂产品

加工能力将迅速扩大， 迅速增加锂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 使泰利森的锂精矿产能与下游加工能

力得到更好匹配， 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和规模

效应。 收购完成后，公司锂产品产能将超过3万

吨/年。销售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客户资

源共享、 规模化发展及借助银河锂业江苏的地

理优势实现成本降低， 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

司的后续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

掌控上游资源

2014年5月，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完成收购天齐集团间接持有的文菲尔德51%股

权及天齐集团直接持有的天齐矿业100%股权。

文菲尔德全资子公司泰利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固体锂矿拥有者及供应商， 占全球锂辉石矿供

应量的2/3，占全球锂资源（包括锂辉石、盐湖

提锂产品）市场约30%的份额。 天齐锂业2013

年净利润仅3791.03万元，以“蛇吞象” 方式成

功竞得年盈利2400余万澳元 （约合1.6亿元人

民币）的泰利森。

2014年8月21日，天齐锂业公告，公司通过

网络竞价的方式以3.11亿元成为西藏日喀则扎

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的最高报价

人，大股东西藏矿业宣布放弃优先购买权，天齐

锂业成为此次转让股权最终受让方。

资料显示， 日喀则扎布耶主要资产为扎布

耶盐湖，属富锂碳酸型盐湖，是国内罕见的优质

大型盐湖，蕴含着相当数量的芒硝、天然碱、锂、

钾、 硼等多种矿物质， 是国内已知硼砂含量最

多、 同时也是具有超百万吨级的锂矿资源的超

大型盐湖。（白桦）

牵手多家上市公司

尚世影业启动全媒体战略

SMG尚世影业日前在北京电视节上召开

“融合共赢” 年度战略发布会，公司全媒体战略

正式启动。

作为国内首批进行转企改制的国有影视

企业，SMG旗下的尚世影业此次推出 “新成

长” 、“新平台” 和“新联盟” 三大计划，进一

步突破创作题材同质化、电视观众老龄化、制

作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在“新成长计划” 中，尚世影业将联合盛

大文学和豆瓣网，推出“原创文学与剧本培

育计划” ，发掘80后、90后乃至00后等年轻群

体的原创动力，创作出适应更多渠道的“全

媒体剧” 。 据盛大文学相关负责人透露，盛大

文学目前总作品数量超过600万部，网络作家

超过250万人，每日更新文字1亿字以上。

“新平台计划”则是对传播渠道的布局和优

化。 尚世影业母公司SMG是国内领先的传媒集

团，旗下拥有电视、广播、游戏终端、有线电视、

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互联网电视（OTT）

等全媒体渠道。 尚世影业将与百视通、东方明珠、

炫动传播、互动电视等公司联合推出“全媒体剧

场”计划，打造“全媒体剧”播出平台。

“新联盟计划” 的核心为“全媒体剧创制

联盟” 。 SMG尚世影业将通过结成新联盟，联

合华录百纳、完美影视、新丽传媒、新文化、慈文

传媒等业内标杆企业， 以及克顿传媒、 高格影

视、开心麻花影视等新锐企业，尝试探索“精品

网剧” 的制作。

尚世影业总经理陈思劼表示，“公司一直

以来非常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我们将和SMG

集团内的各大平台深入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

同时与众多行业内标杆公司以及新锐企业组成

制作体联盟。 ”

事实上，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下， 上海文广的改革在国内可谓领先。 目前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了文化传媒的各个领

域，是国内产业链布局最全面的媒体集团。

“接下来要用互联网思维， 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思维重塑传统渠道上的全产业链业务。 ”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

公司副台长、常务副总裁王建军说，“要打通内

容、平台和服务这三条主线，以尚世影业为主体

的影视内容板块是集团整体战略的重中之

重。 ” 他还透露，SMG尚世影业今后还将在电

影、网络内容、海外合作、资本运作等方面有更

多的信息会陆续发布。

业界人士表示，百视通、东方明珠一直停牌

筹划重组事宜， 尚世影业作为影视类优质资产

有注入相关上市公司的可能性。（姚轩杰）

中期业绩稳健增长

大商股份欲十年再造一个大商

□本报记者 徐光

大商股份披露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169.96亿元，同比下降3.26%；利润总

额10.50亿元，同比增长1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50亿元，同比增长7.57%。

强化管理 提升盈利能力

半年报显示，大商股份百货、超市、家电连

锁三大业态的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下降5.87%、

1%、2.5%， 但毛利率分别较上年同期提升

0.57、0.65和1.05个百分点，实现毛利总额37.1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2%。在零售行业增速

放缓、市场竞争激烈的严峻态势下，大商股份

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创新经营模式、强化企业

管理等手段使毛利率不断提高。针对大商股份

上半年业绩呈现收入下降利润增长的现象，研

究机构认为，公司目前构建了东北、华北、西部

三大店网，规模优势有效缓解了个别地区销售

收入下降对整体业绩的冲击，收入下降幅度明

显小于同行业企业。 另外，公司通过精细管理

和精准营销推动了毛利率提升，另一方面公司

依赖前期扩张门店的盈利贡献提升了净利率

水平。 中投证券及平安证券均认为，目前公司

毛利率仍处上升通道。

前几年，在“开店潮” 的带动下，大商股份

旗下门店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大商股份共有逾

百家百货门店， 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70%的

门店是2010年前开业的“熟店” 。近两年，公司

新开门店的速度有所放缓，目前的工作重点是

在庞大的门店网络内贯彻先进的管理理念，快

速提升单店盈利能力。

大商股份主要负责人介绍，公司创立之初,

在总结以往国内外企业成功经验、 失败教训的

基础上，确立了经营管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又称

大商“四大家规” ，用来指引企业健康成长。 一

是效益原则，所有下属企业“有利则生、无利则

亡” ；二是主产业原则，坚持把零售业作为主产

业，不做不懂、不精的外行事；三是低负债原则，

始终保持优良资产运作状态， 资产负债率严格

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四是一体化原则，所有店铺

人财物统一运用大商管理模式。此外，大商股份

通过对外合资合作， 广泛吸收国际零售业最先

进的理念与技术，结合中国市场特性，不断推进

经营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创新， 塑造出了独

特的经营与管理模式。

按照零售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律，大

商股份构建起了多业态、多商号的经营体系，培育

了现代高档百货———麦凯乐（MYKAL）、大型综

合购物中心———新玛特(New�Mart)、时尚流行百

货———千盛 (KINGSON)， 新城镇购物中心———

NTS等商标、商号，组成了大商的百货商号集群。

经营业态上形成了百货、超市、电器、商业地产、

电子商务的立体组合，塑造出了被誉为世界七大

零售模式之外的“第八大零售模式”———多商

号、多业态的混合制发展模式。 大商股份主要负

责人认为，该模式是符合中国消费者消费需求的

全景式现代商业，可以满足中心城市、中小城市、

社区、乡镇消费者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狠抓销售 实现稳健增长

从已披露半年报的零售业上市公司数据来

看，收入、利润、毛利率三项指标出现不同程度下

滑的公司不占少数。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宏

观经济环境导致居民购买意愿不强，消费能力下

降；另一方面是零售业传统业态已无法满足消费

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传统百货店对消费者吸引力

下降。根据联商网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主要零

售企业关店统计》显示，从4月28日至6月30日，

包括百盛百货、中都百货、摩登百货、新光百货等

在内共有8家百货公司的12家门店关闭。 出现如

此集中的关店潮在近5年的中国百货业尚属首

次，零售业正在遭遇空前危机。

面对异常严峻的市场形势， 大商股份董事

长、大商集团董事局主席牛钢认为，当前国内经

济环境给零售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但与国际零售业面临的生存环境相比， 中国零

售业仍有成长空间，居民有较强的消费能力。牛

钢表示， 大商股份下半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

工作重点是抓销售，公司上下要以此为中心，统

一思想，形成共识。 同时要以抓销售为契机，更

新大商人的思想和文化， 提升大商人的综合素

质，进而推动中国零售业向前迈进一步。

业界观点认为，一直以来，连锁经营理念

在实体零售商领域盛行，一大批实体零售商逐

渐放弃了对商品的直接把控，依靠向供应商收

取进场费过日子，沦为“二房东” ，无异于自废

武功。 大商股份则在企业内部大力推广“自销

直营” 的经营模式，通过统一采购和开发自有

品牌，压缩中间商环节、让利于消费者。 同时，

加速整合招商、采购、物流配送等多方面资源，

提升公司对渠道的控制力，增强门店网络对上

游企业的议价能力，提升毛利水平，实现了业

绩的稳健增长。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牛钢表示，大商集团

要再次抓住零售行业洗牌的时机加紧国内布局，

在东北、环渤海和长江以北地区多路并进，适时

整合当地优质商业资源。 按照规划，大商集团在

2013年销售额1500亿元的基础上， 确保今年超

额完成1700亿元的销售目标， 明年提前突破

2000亿元， 制定落实好用三年时间突破3000亿

元的新目标，十年再造一个新大商，践行“大连

第一，东北第一，中国一流，世界轻量级，世界中

量级”的五步走发展战略。

中国建筑拟发行300亿元优先股

□本报记者 陈静

中国建筑2014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3749亿元，同比增长24.2%；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2亿元，同比增长34.4%。

上半年， 公司建筑业务新签合同额约7200

亿元，同比增长9.8%。地产业务销售额有所回落，

为682亿元，同比下降13.5%；销售面积527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21.0%。 新增土地储备约760万平

方米，期末拥有土地储备约6655万平方米。

同时，中国建筑披露优先股发行预案，拟发行

不超过3亿股优先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0亿

元，发行对象为不超过200名合格投资者。 本次发

行的优先股采用附单次跳息安排的固定股息率。

中国建筑表示，公司普通股的估值水平处

于历史低位，发行普通股股票进行融资受到一

定限制。 截至6月30日， 公司资产负债率达

79.52%，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亟需拓展

新的融资渠道。 发行优先股能较好满足公司业

务发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亦有助于降低公司

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资本结构。

近年来， 中国建筑保持着较高的资产收

益水平。 2011-2013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分别为16.33%、16.52%以及18.60%。

中国建筑介绍，本次发行优先股募集的资

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募集资金所产生的盈

利预计将超过所支付的优先股股息，有助于增

厚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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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首轮动车组招标落地

新一轮铁路建设大潮来袭

□本报记者 汪珺

传言已久的2014年首轮动车组招标终于

落地。根据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8月22日晚公

布的信息， 此次招标共涉及车辆292列， 包括

350时速175列，250时速57列，另有议标60列。

业内人士预计， 本轮招标总投资额约520

亿元，结果有望于9月中旬披露。 今年以来，铁

路投融资改革力度不断加码，铁路建设发展基

金、 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等重要文件相继出炉。

资金的破题将有力保证中长期铁路投资的稳

步增长，铁路装备产业链上的整车及核心零部

件制造商也将持续受益。

南北车或平分秋色

公告显示，292列车辆中，350时速的175

列，250时速的57列，另有议标60列。议标车型

中，高寒车型50列（包括25列350时速和25列

250时速），以及10列250时速抗风沙动车。 据

悉，这10列抗风沙动车将配备兰新高铁，预计

新车型定价在1.4亿-1.6亿元。

“去年招标的订单今年10月底才能交付

完毕。 原计划今年的招标是在年底进行，提前

到8月份是因为2014年整体铁路建设规模上

调。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

中国北车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去年，铁总分别在8月和12月进行了两轮动

车组招标，公开招标动车组合计417列，其中350

时速248列，250时速169列， 金额总计约690亿

元。从招标结果上看，南车中标所有250时速动车

以及100列350时速，北车则获得350时速剩余的

148列。 同时，北车还获得56列议标的动车组，包

括46列350高寒车型及10列高寒250车型。

“南车在250时速上比较有优势，北车则

在350时速以及高寒车型上更胜一筹。 ” 据业

内人士此前透露，250时速动车组均价约1.3亿

元，350时速动车组均价约1.9亿元，350时速高

寒动车组均价约两亿元。由此估算，南、北车在

去年招标中分别获得约400亿元的订单价值，

从订单金额上看难分伯仲。

华创证券分析师李佳预计， 本轮招标车辆中

将有约40列于年内交付， 目前南北车正根据议标

情况提前开展生产预投。“预计整车厂上半年动车

组交付规模约占年初订单1/3，剩余有望在第三季

度完成交付，下半年业绩增速将进一步提升。 ”

铁路建设大潮来袭

今年以来，铁路投融资改革领域的动作连

连。 铁路建设资金获得保障，将有望掀起新一

波铁路建设大潮。

一方面，“输血”铁路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上调，2014年的投

资额度现已增至8000亿元，达历史第二高位。 与

此同时，《铁路发展基金管理办法》也于今年7月

正式印发，将吸引社会资本入股，并不低于70%

投入国铁项目。 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2015年

的铁路建设基金总规模有望每年达到2000亿元

至3000亿元， 而其撬动的资金杠杆更是有望达

到4000亿-5000亿元年均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另一方面，铁总“造血” 功能得到加强。 8

月初，《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

的意见》正式印发，明确实施铁路用地及站场

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政策，以支持铁路

建设。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被誉为“以地养铁”

的方案，将有效提高铁总的融资功能，保证中

长期铁路投资的稳步增长。

李佳指出， 铁路投融资改革等系列政策的

执行，将有利于解决未来5-10年铁路中长期发

展资金来源的问题， 对于近期铁路在建线路的

通车及中期铁路项目审批均具有积极意义。 政

策红利的释放将有助于铁路装备市场景气的持

续回升，整车及核心零部件制造商将持续受益。

上半年业绩符合预期

中石化“超预期” 改革面纱待撩开

□本报记者 汪珺

“三桶油” 中，中石化率先交出中期业绩

答卷。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561亿元，

同比下降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14.30亿元，同比增长6.8%。 董事会同时建议

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09元。

业内人士认为，中石化的业绩表现基本符

合预期，“超预期” 方面或集中在改革的进展

上。中石化销售公司最终将“情定何方” ，中石

油上游勘探开发的放开力度会有多大，在本周

召开的“两桶油” 中期业绩发布上或揭晓部分

答案。

炼油大幅增利 化工亏损40亿

半年报显示，中石化四大板块表现分化明

显，炼油板块大幅增利95亿元，正在进行改革

重组的销售板块经营收益也同比增长11.5%；

勘探与开采板块油气产量增加， 但收益下滑

8.7%，化工板块更是大幅亏损40亿元。

勘探与开采业务增量不增利。上半年中石

化油气当量产量237.01百万桶， 同比增长

8.00%，其中，生产原油177.88百万桶，同比增

长7.52%，生产天然气3548亿立方英尺，同比

增长9.46%。 涪陵页岩气产能建设高效推进，6

月底日产气量已达320万立方米。尽管如此，受

汇率等因素影响，公司原油价格下降，导致上

半年勘探及开采业务经营收益同比下降8.7%，

至283亿元。

炼油板块大幅增利。 受益于产品结构调

整、高品质油的增产，中石化上半年炼油业务

经营收益98亿元，而去年同期仅3亿元，炼油毛

利亦同比增长43.4%。

化工板块已连续三年亏损。由于国内市场

竞争激烈，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该板块经

营亏损40亿元。 去年同期，公司化工板块仅亏

损4亿元，2012年同期亏损12亿元。

销售板块改革重组有序推进。 上半年，中石

化完成了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的设立和资产

审计评估，为引资工作奠定基础。上半年，该板块

实现经营收益188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非

油品营业额同比增长10%，达到71.9亿元。

改革面纱待揭开

“两桶油的业绩受行业因素影响， 基本都

可以预料到。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改革的进

展。 对于中石化，目前最关心下游销售板块谁

会最终入股，中石油则最关注其上游勘探业务

的放开进度。 ” 一位券商分析师的调侃或多或

少折射出了当前市场的心态。

根据中石化6月30日公布的“混改” 方案，

中石化销售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社

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不超30%，推动销售公

司从油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截至目前， 股权合作方的名单依旧扑朔迷

离。 在各种版本的“名单”中，既有腾讯、阿里巴

巴、京东等新兴电商，又包括中国人寿等传统国

企，有加拿大零售商等外国投资者，还有新奥能

源等民企，同时亦有不少私募的身影浮现。

与此同时， 销售公司业务合作的新闻层出

不穷。大润发超市控股股东润泰集团、西藏高原

天然水有限公司、大型民营物流企业顺丰速运、

B2C电商企业1号店等均宣布牵手销售公司，多

是利用后者加油站便利店的网络优势， 在产品

销售、物流配送等方面开展合作。

最终中石化将“情定何家” ，股权合作方

与业务合作方将分别给中石化吹来怎样的新

风？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中石化管理层将在8

月25日下午召开的中石化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进行详解。

中石油的改革进展亦牵动人心。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了解，新疆将是中石油上游混合制改

革的突破地，将优先牵手疆内国企对新疆油气

田进行合资合作开发。

“我们最关心三个问题： 一是民资何时有

机会进入上游，二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三是

会放出什么样的区块。 ” 一位民营石油公司老

总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中石油中

期业绩发布会将于8月28日下午在香港召开，

届时或也有关于油改的部分答案将揭晓。

中石化“开玩” 电商

1号店商品可在易捷自提

中石化联手电商将不再只是传言。 中国石

化销售有限公司近日与国内B2C电商企业1号

店签订业务框架合作协议， 双方将主要在联合

采购、O2O（线上与线下联动）业务、电商平台

合作、油品销售等领域开展合作。 这是中石化引

入首家电子商务合作伙伴。

根据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发挥1号店

的全球采购平台优势和易捷2.3万家门店规模

优势，对部分商品实施联合采购，降低采购成

本；在中石化易捷便利店试点开展电商包裹自

提与商品二维码销售等O2O业务；探索1号店

开设专区销售中石化易捷特色商品；探索双方

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交叉营销，促进双方商

品销售的提升； 中国石化将作为油品供应商，

为1号店提供优质油品和供应保障。

未来中国石化的西藏易捷·卓玛泉、宁

夏易捷国杞天香牌枸杞等地方特色商品除

在易捷便利店销售外， 还会在1号店的特色

商品销售专区。 客户在加油的同时，在中国

石化易捷便利店通过手机二维码“扫一扫”

功能可选购1号店商品，实现现场下单购买。

此外，在1号店线上完成下单购买的顾客，也

可在中石化指定加油站点提取货物。 双方的

合作，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为顾客提供更加

便利的购物体验。

1号店于2008年7月上线，网站流量最高达

每天2000万人次，在国内B2C综合电商中排名

第三，去年实现销售额115.4亿元。 截至2014年

7月，1号店拥有超过7000万注册用户， 并拥有

超过1800万的移动端注册用户。 1号店目前可

销售商品达400万种，覆盖食品饮料、生鲜、进

口食品、数码手机、美容护理等17个品类。

业内人士认为，中石化与电商合作获得突

破，将充分发挥中国石化3万座加油站实体网

络与1号店电商网络销售优势，给消费者带来

全新的消费体验。（汪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