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政安排农田水利资金增五成

三条主线布局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据财政部消息，2014年， 中央财政

安排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和中央

统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378.09亿元，较上年增长55%，

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2014-2015年度冬春农田水利建

设启动在即，投资总额有望达到3700亿

元以上。

下半年投资将大幅增长

财政部、水利部要求，各地要采取有

效措施，强化资金整合，统筹安排中央财

政下达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在支持重

点、区域任务、方案编制、资金安排、组织

实施等方面要妥善衔接， 提高资金整体

使用效益。

水利部9月初启动了各地今冬明春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方案明确， 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总投资力争较上年增长10%以上。 按去

年3371亿元的总投资估算，2014-2015

年度农田水利建设投资额有望达到3700

亿元以上。 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规模。

与以往相比， 新的冬春农田水利建

设年度方案中更突出的内容是， 加快重

点水利工程建设以及加快解决农田水利

“最后一公里”问题。今冬明春农田水利

建设中将加快推进的重点水利工程包

括：黑龙江、松花江和嫩江防洪工程，华

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西南等工程

性缺水地区中型水库建设等。

根据水利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

水利投资规模高达1.8万亿元，相比“十

一五” 期间实际投资规模增长156%，年

均复合增长20.7%。 据统计，2011年、

2012年、2013年我国水利投资总额分别

为3086亿元、4303亿元和4397亿元，同

比增速分别为33%、39%和2%。

水利部已启动全国水利发展“十三

五”规划编制工作。据业内估算，水利发

展“十三五” 规划的投资规模同比增速

有望超过20%。 水生态文明建设和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成为水利“十三五”规划

编制的两大重点。

三条主线布局投资机会

中央财政对农田水利资金投入的大幅

度增加， 以及下半年农田水利资金的持续

增长，对水利类上市公司将带来直接利好。

水利行业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大也刺

激了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 从今年

中期业绩来看，有13家水利建设类上市

公司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

长，其中，国统股份、利欧股份和*ST新

业等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幅均超100%，

分别为376.03%、165.25%和138.55%。

按照水利“十三五”规划编制思路，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将成

为下一步的投资重点。同时，今年河南、东

北多地遭遇了63年以来最严峻的旱情，解

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和节水灌

溉将成为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

业内人士建议关注三条投资主线：

一是农业灌溉和节水龙头企业， 如大禹

节水、亚盛集团；二是大规模水利设施和

水电工程设施的承包商，如安徽水利、粤

水电； 三是生态水利即再生水利用等新

兴企业，如碧水源、桑德环境等。

中超电缆

8月以来遭大股东减持近10%

石墨烯及新三板挂牌概念致

股价持续飙涨后，中超电缆大股东

持续减持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中超

电缆9月17日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8月18

日和9月16日两次合计减持其所持

的公司股份共计2536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 而在此前，8月8日至

12日，中超集团已经减持中超电缆

4.99%股份。

大手笔减持

公告显示，中超集团的减持方式

是采用大宗交易。 2014年8月18日，

中超集团以8.5元的均价减持了1200

万股中超电缆。 2014年9月16日，又

以9.45元的均价再度减持1336万股。

两次减持比例正好达到5%。

大宗交易信息显示，中超电缆9

月16日大宗交易成交1336万股，成

交价9.45元，折价6.44%，与中超集团

的减持比例和减持价格完全一致。大

宗交易卖方营业部均为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宜兴人民南路证券营业

部，中超集团正是借助该通道完成大

规模减持。

本次减持前，中超集团合计持有

中超电缆2.8亿股左右， 占总股本比

例为55.75%；减持完毕后，中超集团

持股下降为2.5亿股， 占比也下降到

50.75%。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超集

团拥有权益的公司股票有2.3亿股处

于质押状态。

本次套现后，大股东的减持动

作仍将延续。 中超集团在公告中表

示， 在未来6个月内有可能根据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市场状况继

续减少其在中超电缆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减持前利好密集

对于本次减持的目的，中超集团

表示首先是为了归还银行借款及补

充运营资金；同时，减持有利于优化

公司股东结构，增加二级市场股票的

流动性，使股票价格能更好地体现公

司价值。

中超电缆曾在8月初的一份公

告中表示，中超集团拟自2014年8月

7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预计所减持股份合计

将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根据中超电缆此前公告，中超集

团在8月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中超电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97%，

从此开启了频繁减持之旅。由于多笔

大手笔减持， 中超电缆曾于8月13日

披露过一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8

月8日至12日， 中超集团合计减持比

例4.99%。

在大股东大幅减持之前，中超

电缆曾发布一系列利好公告。 从今

年5月开始， 中超电缆曾发布多份

专利公告，获得专利包括“带石墨

烯导电层的高压电缆” 、“石墨烯

复合高半导电聚乙烯屏蔽电力电

缆” 、“带石墨烯涂层的架空导线”

等。 今年6月，中超电缆又涉新三板

概念，6月11日和17日，公司先后两

次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科耐特

电缆附件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 (王小伟)

A09

■ 责编：李香才 电话：

010－63070403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9月17日 星期三

公司新闻

ompanies

C

中房协授权本报独家披露

品牌房企一线城市溢价率达24.74%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

究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等机构组

织的2014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

评成果发布会暨房地产品牌价值高峰

论坛，9月17日在北京举行。授权中国证

券报独家披露的 《2014中国房地产企

业品牌价值测评研究报告》显示，品牌

房企在一线城市的溢价率均值达到了

24.74%。

华夏幸福跻身20强

从近两年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20

强榜单来看，2013-2014年连续两次入

选20强的企业共有19家，换榜率为5%，

新晋的20强企业为华夏幸福。 与上年相

比，上榜企业总体排名变化不大，企业

梯队逐渐趋向稳定。

其中， 中海地产以319.39亿元的

品牌价值继续占据首位，连续四年蝉

联榜首，恒大地产和万科以291.86亿

元和271.10亿元分列第二、三位。 保

利、绿地、龙湖、世茂和富力五家企业

的品牌价值排名与上年保持一致，分

列4至8位。 碧桂园和融创排名提升至

9、10位，其中，融创是历史上首次跻

身前十。

报告显示，即便是同一区位的同质

化产品，强势品牌房企也往往会因知名

度高、信任感强而成为多数购房者的最

终选择，他们更愿意为承诺一致和高品

质的产品支付溢价，这种消费心理成为

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基础。 在同区域

内，品牌房企的项目往往能凭借品牌效

应较周边竞争项目产生20%-30%的

溢价，对于一些改善型项目来说，由于

目标客户的价格弹性较低，这一空间可

能更大。

品牌房企溢价收益高

典型品牌房企2013年在北京、上海

和广州三个一线城市的溢价率均值为

24.74%， 在其余二线城市的溢价率均值

为30.72%。在二线城市，相对于众多的地

方性中小企业，品牌房企优势更为突出，

市场地位更加强势，格外受购房者青睐。

在品牌的支撑下， 区域布局均

衡、产品结构丰富的企业实现了持续

增长， 销售业绩和市场份额继续扩

大。 2013年，20强品牌房企销售金额

合计为13632亿元，同比增长约33%，

较上年提高约4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商品房销售金额增长率约6个百分

点；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的比重接

近17%，较上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品

牌优势明显。

报告还显示，目前，我国房地产行

业品牌表现出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征：

首先，房地产品牌认知度较高，但企业

间美誉度及忠诚度差距较大； 其次，房

地产品牌年龄相对较短，且房地产高价

值的产品属性使得品牌对销售的影响

力度相对较低；再次，房地产品牌由企

业品牌、项目品牌、联合品牌及企业家

个人品牌等多项组合协同方式打造，但

拼图式的品牌形象存在负面消息损害

整体品牌的风险；最后，房地产品牌存

在着企业影响力不够，但所在企业的企

业家知名度高的偏差。

北京楼市供给井喷 新老项目低价入市

进入9月后， 大型房企纷纷加大推

货量，楼市供应量和开盘数量均大幅增

加。据亚豪机构统计，9月第二周北京楼

市共有11个楼盘集中入市，共为楼市新

增供应6007套，创周供应历史新高。

11个集中入市的楼盘包括高端项目

保利海德公园、亚奥万和四季，改善型项

目泰禾1号公馆、首开常青藤、通州万达

广场以及亦庄的远洋天著， 商住项目卢

卡新天地、 东亚尚品台湖以及五和万科

长阳天地。此外还有两个自住房项目，分

别是富力惠兰美居和新国展满庭芳。

亚豪机构副总经理任启鑫表示，两

大自住房项目累计提供房源4485套，在

新增供应中占比达75%， 也带动整体供

应量创历史新高。任启鑫预计，未来一段

时间， 自住房项目的供应量将持续处于

高位，对市场整体供量上扬形成支撑。

楼市供应量大增的同时，选择直接

低价入市的楼盘也进一步增加。 据亚豪

机构统计， 亚奥万和四季在8月份市场

报价还在54000元/平方米，而近期开盘

均价为47000元/平方米；通州万达广场

预售许可证的审批均价为32088元/平

方米，而该项目以27000元/平方米的均

价开盘。 除了老项目降价促销，新盘也

开始降低价格预期，以标齐区域价格底

部的定价开盘入市。

任启鑫表示，“金九银十” 的成交，

决定着今年房企销售任务的完成情况。

对于刚需产品供应非常集中的区域来

说，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 在今年房地产

整体下行的趋势下， 多数项目面临库存

量高、去化压力大的压力。预计未来两个

月， 北京楼市将会有更多项目进入实质

性降价阶段。 (于萍)

复方丹参滴丸销量未受侵权案太大波及

若李连达继续发布侵权言论 天士力称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权利

□本报记者 王婷

天士力9月16日在天津召开新闻发

布会表示，对之前李连达以其药学方面

工程院院士的身份， 利用各种场合，歪

曲事实， 不断诋毁复方丹参滴丸一案，

公司已于2013年提起诉讼，并于2014年

9月1日终审胜诉。 若李连达继续发布侵

权言论，将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自2009年以来，李连达以其药学方

面工程院院士的身份，利用各种场合，歪

曲事实，不断诋毁复方丹参滴丸。公司于

2013年提起诉讼，2013年12月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天士力胜诉。 李连

达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9月1日天津市

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认定被告

李连达针对天士力公司及其生产的复方

丹参滴丸存在不实言论，构成侵权，判令

其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

失30万元。

不过，判决生效后，李连达不但不按

照法律判决履行其应尽义务， 相反却将

已被法律程序确认没有任何依据的不实

言论接二连三在网络上公开散布。 天士

力表示，若李连达继续发布侵权言论，将

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天士力高管介绍， 由于该药使用时

间长，学术推广等充分，且已进入国家基本

药品目录， 患者对药品安全和有效性有充

分信任， 此案目前并未对产品最终销量造

成太大波及。

TCL集团6代低温多晶硅面板线开建

9月16日，由TCL集团旗下华星

光电投资建设的第6代LTPS （低温

多晶硅） 显示面板t3项目在武汉光

谷开工建设， 预计将在2016年底实

现量产。 TCL集团表示，这是国内首

条采用这一世界领先的显示技术的

生产线，也是TCL集团进军高端中小

尺寸面板市场的战略布局。

华星光电t3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产品定位为高端中小尺寸面板市场，

项目生产工艺将主要采用LTPS（低

温多晶硅）技术。 项目一期设计产能3

万片/月， 预计在2016年底实现量产，

达产后每年生产显示面板或模组约

8800万片，可实现产值超百亿元。

公司相关人士介绍，LTPS技术

具有高分辨率、反应速度快、高亮度

等优点；同时，华星光电通过自主研

发的鹰眼屏技术实现超高分辨率，全

球首创的圆偏光屏技术能有效保护

视力健康， 独特的 Sterops节能技

术使手机待机时间更长。华星光电t3

项目的启动，有利于在液晶面板领域

的全面发展， 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

TCL集团上下游产业一体化的协同

能力。 (游沙)

牵手中电投研究院

中电远达推广电除尘技术

中电远达9月17日公告，近日公

司与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签署了 《板式湿式电除尘技术研

究推广合作框架协议》，共同研发和

推广板式湿式电除尘器技术，努力实

现火电机组近零排放目标，更好为火

电厂除尘、控制微细颗粒物领域的环

保治理服务。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合作开展板

式湿式电除尘器的技术研发，合作承担

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并共同推广板式湿

式电除尘器技术。 同时，双方还将建立

共同开展板式湿式电除尘器技术研发

的长期合作机制，利用各自的实验条件

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持续提升和完善

板式湿式电除尘器关键技术。

中电远达称，公司与科技研究院

合作实施后，能促进公司在板式湿式

电除尘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进一步

加强和拓展公司科技研发能力，有利

于提升公司在烟气综合治理领域的

整体实力。 不过，该合作框架协议的

签署对公司2014年经营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欧阳春香)

农发种业在巴基斯坦设子公司

农发种业9月17日公告，公司控

股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拟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设立“HS农

业（私人）有限公司” 。 新公司注册

资本10万美元， 其中湖北种子出资

9.8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98.5%。

农发种业表示，在巴基斯坦当地

直接设立公司，可利用当地资源培育

出适合巴基斯坦的优质、高产、多抗

农作物新品种，抢占种子产业价值链

的高端，培植制种和种植栽培方面的

竞争力， 更好地了解海外市场动向，

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

湖北种子集团具有年产种子1.6

万吨、加工种子2.5万吨的能力。 2013

年，湖北种子集团实现收入2.28亿元，

实现净利润3844.3万元， 种子出口数

量居国内同行业首位。 (欧阳春香)

雪浪环境拟涉足民营银行

雪浪环境9月17日公告，公司拟

参与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为主发起方投资设立的无锡

滨湖常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筹）。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持股

比例为5%，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公司表示，公司投资入股组建滨

湖村镇银行，旨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同时，取得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并通过未来的

分红收益和股权溢价，实现投资收益

和资产保值增值。 (傅嘉)

作价约16亿元

中石化石油机械业务将注入江钻股份

□本报记者 傅嘉

江钻股份9月17日披露中石化石油

机械业务将注入公司。根据公告，中石化

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

价格为159984.64万元，公司将以定增募

资的方式完成该笔收购。分析人士表示，

江钻股份此次收购是中石化集团业务专

业化重组的一部分， 对于中石化自身还

是江钻股份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结果。

成中石化装备制造平台

中石化江汉局是江钻股份的控股

股东，中石化是江汉局的出资人，持有

江汉局100%权益。 中石化目前拟将江

汉局持有的公司67.50%的股权无偿划

转至石化集团，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股

权无偿划转完成后，中石化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江钻股份9月5日曾公告，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石化正在筹划将集团的石油

机械制造业务相关资产整体注入公司。

17日公告称，公司拟与中石化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募集资金收购中石化持有的中

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00%股

权。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59984.64万元。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定

位将由专业化的钻头钻具生产商提升

为中石化石油装备制造平台。 中石化石

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为

106793.87万元，评估值为159984.64万

元，评估增值为53190.77万元，增值幅

度49.81%。

公司同日公布的定增预案显示，针

对本次收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120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18亿元，募集资金净额超出收购价款

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中石化重组在提速

中石化将机械业务注入到江钻股

份， 无疑是集团层面整体业务重组的一

部分。

就在9月15日， 中石化油品业务重

组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中石化集团

宣布油品销售业务重组引资工作如期完

成，中石化与25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了

协议，包括大润发、复星、腾讯、海尔等

25家投资者以现金共计1070.94亿元认

购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

更早前的9月13日，*ST仪化披露了

资产重组方案。 方案显示，本次交易由

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四个部分组成。

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

油气勘探开发的工程与技术服务，中石

化的工程业务，即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将注入到

*ST仪化。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市场对中石化

的业务重组抱以支持态度， 此次将机械

业务注入江钻股份符合市场预期， 在上

市公司和集团层面都是双赢局面。

鱼跃医疗大股东将入主华润万东

华润万东9月17日公告，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将退出医疗

器械业务，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鱼

跃科技。

公告显示，鱼跃科技拟同时协议

受让北药集团所持公司51.51%股权

及华润医药投资所持上械集团100%

股权。此次收购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

务，鱼跃科技将要约收购华润万东除

北药集团所持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

市流通股，要约收购价格为11.34元，

要约收购数量为1.05亿股，占华润万

东总股本的48.49%。

鱼跃科技目前是鱼跃医疗的控

股股东。 根据公告，股份转让将导致

华润万东控股股东变更为鱼跃科技，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吴光明及其子吴

群。 (欧阳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