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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股份董事长：

今年有信心靠原有业务扭亏

□本报实习记者 徐洪萍

连续两年亏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宝德

股份退市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此番重组跨界

金融租赁领域后，新业务与原有业务能否发

挥协同效应？宝德股份董事长赵敏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公司今年全年有信心扭亏为

盈。此次收购庆汇租赁并非简单的跨界涉足

金融行业，公司将借助融资租赁手段，为客

户提供包括产品、技术和金融在内的一体化

服务，促进现有业务发展。

此外，面对当前市场环境，宝德股份及

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开发附加值更

高的新产品，独有专利的新产品在海外市场

供不应求，将成为公司发展新引擎。

全年有望扭亏

中国证券报：宝德股份被暂停上市的可

能性有多大？

赵敏：公司在2012年度、2013年度连续

两年亏损，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

业板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深交所就可以

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如果公司今年继续亏

损，交易所就可以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不过， 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已实现盈利

844万元，其中1-7月份实现的494万元盈利

还因重大资产重组的需要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624万元。可以说，公司经营业绩已经触

底反弹，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中国证券报：有市场人士认为，公司业

绩主要依靠重大资产重组，实际情况怎样？

赵敏： 今年扭亏是依靠公司原有的业

务。 根据前三季度的业绩，综合考虑目前正

在执行的订单、回款情况等因素，即使不依

靠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有信心扭亏为盈。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后，还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中国证监会批准该方案。 按照正常流

程，2014年最终完成本次重组的可能性不

大。

中国证券报：公司收购庆汇租赁进入融

资租赁领域，跨界收购是基于何种考量？

赵敏：在国外机械设备制造行业，通过

融资租赁进行产品销售是一种较为成熟的

商业模式，发达国家的融资租赁渗透率达到

20%-30%之间。 公司需要引入新的商业模

式， 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的技术及行业优势，

最终实现产品与服务并举，陆地、海洋、能源

三足鼎立的外延式发展。

收购庆汇租赁后，公司将形成石油钻

采设备电控自动化业务与融资租赁服务

业务的“产融结合” 业务结构。 依据庆汇

租赁的盈利预测，2014年和2015年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分别达到5109万

元和6538万元， 将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

公司现有产品终端客户为石油勘探及

钻采客户，中间客户为石油钻机设备和开采

设备整机生产厂商。拥有自身的融资租赁平

台后，公司将借助融资租赁模式加强与上下

游石油钻采设备整机厂商的深层合作，为客

户提供包括产品、技术和金融在内的一体化

服务，从而增强客户的黏性，促进公司现有

业务的发展。

提高产品附加值

中国证券报：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

善主业盈利能力？

赵敏： 公司及时调整了产品结构和市

场结构，开发出附加值更高的新产品，在国

内市场更加注重海洋采钻自动化系统和设

备的研发， 在海外市场也是不遗余力地推

介新产品，同时在运营方面狠抓成本控制。

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成效， 扭转了连续亏

损的局面。

中国证券报： 支持公司发展的关键是

什么？

赵敏：创新是企业的灵魂，宝德股份要

利用自动化技术改变传统产业，为客户创造

价值。 2007年，公司成功地研制出世界首台

12000米陆地钻机交流变频电控系统， 该项

目是国家“863计划” 、“十一五” 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 2009年，公司研制成功国内首套

绞车自主补偿系统，成为全世界第二家掌握

该类技术的企业，标志着公司已经掌握了海

洋钻机电控系统最核心部分的技术并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具备全面进军海洋钻机

电控系统领域的能力。

中国证券报：请介绍一下公司募投项目

进展情况。

赵敏： 宝德股份上市募集资金净额约

2.65亿元，截至今年9月30日，累计投入使用

约2.09亿元，加上募资利息，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7641万元。 其中， 承诺投资项目为

“石油钻采一体化电控设备生产基地” 项

目，计划投资总额1.6亿元；超募资金计划投

入4个项目，分别是“设立西安宝德电气有

限公司” 1020万元、“实施ERP信息化管理

项目” 约521万元、“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项

目” 约1933万元、补充流动资金2000万元。

截至今年6月30日，“石油钻采一体化电控

设备生产基地” 项目的使用额已接近计划投

资总额，公司已经整体搬迁至基地。

“ERP项目” 投入约421万元，已使用的

模块基本实现了预设功能；2013年公司在美

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BrightAutomation,

Inc.，目前已划拨约人民币1551万元；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已按照计划实施。“西安宝德电

气有限公司” 项目由于研发的新产品未达到

市场预期和管理方面的原因，盈利未能达到

预想的状态，公司已将其股权转让出去。

海外市场成新引擎

中国证券报：公司海外市场目前发展情

况如何？

赵敏：近年来，公司加大了海外市场拓

展， 于2013年在美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Bright� Automation,Inc.，根据海外市场的

需求， 成功地开发出RPC/杆式泵控制器、

WLC/无线传感器、WI/无线角位移传感器、

VSD/变速驱动控制器。 这些采油自动化产

品，综合应用了太阳能技术、无线通讯技术

等先进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采油成

本、 改善操作条件较传统产品有明显的提

升。 这些设备我们独有专利，无论价格还是

性能都独具优势，美国子公司生产销售的产

品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中国证券报：公司产品毛利率起伏较大

的原因是什么？

赵敏：公司国内市场产品毛利率有起伏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很多产品尤其

是价值高产品多是非通用型、 差异化产品，

在不同的井场，由于地质条件、地形条件、海

洋环境和气象不同，产品要有针对性地设计

和调整，这导致了毛利率的差异，这一点在

海洋产品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公司销售的不

仅仅是产品， 还包括附着在产品上的服务。

由于安装条件、 测试条件和服务内容不同，

即使是同类产品， 公司也会进行差异化定

价；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刚推向市场并得到客

户的认可时，毛利率通常比较高。 但由于国

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措施跟不上，容易

被其他公司仿制。 随着竞争者的加入，毛利

率会逐渐下降，这也符合产品的生命周期特

征。 总体而言，海洋产品、海外产品、特种产

品的毛利率较高，而通用产品的毛利率相对

偏低。

中国证券报：公司未来发展有哪些战略

规划？

赵敏：为应对行业发展，公司目前在积

极实施一系列转型升级战略。 一是产品结构

转型，即从传统钻井电控系统集成商向新型

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钻井装备供应商转

型；二是产品范围的转型，即从自动化设备

提供商走向总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三

是服务领域的转型，即从陆地石油自动化设

备提供商向海洋自动化及总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的转型； 四是实现从钻井走向采油，从

陆地走向海洋，从石油走向能源，从产品走

向服务的战略转型。

A股106家软件公司三季报净利润不足16家中概股一半

中概公司业绩好 A股公司受追捧

□本报记者 王荣

A股公司三季报已经落幕， 而中概股公

司三季报高潮刚到来。 对比发现，A股106家

“软件与服务” 公司的净利润总和不足16家

中概股公司净利润的一半， 而市场估值却出

现倒挂。

中概股公司毛利率更高

按照Wind数据显示， 截至11月17日，

“软件与服务” 行业38家中概股中有16家公

司公布了三季报，A股106家公司全部披露完

三季报。

统计显示， 这16家中概股公司累计实现

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151.69亿元人民

币， 而A股106家公司累计的净利润仅为72.8

亿元。 A股106家公司的合计盈利不如中概股

16家公司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者均不包括电商行

业公司，也不包含在港上市公司。这意味着阿

里巴巴、 腾讯公司等互联网巨头的业绩并未

计算在内。

这16家中概股公司中，百度、网易、搜房

网三家公司的净利润居前， 分别是99.58亿

元、34.45亿元以及10.5亿元。 也就是说，百度

一家公司前三季度的盈利水平已经超过了A

股106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总和。

事实上，另外两家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

也赚得盆满钵满。 Wind统计显示，1-9月，腾

讯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179.9亿元；阿

里巴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为153.2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A股软件和服务业公司

主要是行业管理软件提供商， 主要为企业信

息化服务， 业务发展模式与中国信息化水平

有关。 而百度、阿里巴巴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用

户的广告，腾讯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游戏，作为

平台公司只需增加服务器就可以增加收入。

毛利率方面，在A股106家软件与服务业

公司中，销售毛利率低于50%的公司有65家，

而16家中概股公司中只有优酷土豆的毛利率

低于50%。

A股公司更受追捧

今年以来，A股市场对软件与互联网公

司整体估值看涨，股价涨幅超过100%的公司

达到25家，其中旋极信息涨幅最为可观，今年

以来股价涨幅达288%。 但是公司业绩并没有

跟上，1-9月累计实现净利润92.19万元，同比

下降78.4%。

这与中概股公司今年的表现形成反差。

16家软件与服务业中概股中， 股价涨幅最大

的是易车，今年股价上涨187%。 而这与其快

速增长的业绩密不可分， 公司第三季度营收

为6.080亿元， 同比增长60.7%， 净利润为

1.439亿元，同比增长85.3%。

相比于A股市场对互联网和软件行业的

追捧，美国投资者则相对吝啬。 16家公司中只

有9家公司出现了上涨，除了易车网股价涨幅

为187%，欢聚时代为53%，其他公司股价涨

幅均在50%以下。

在游戏行业错位更为严重。 截至11月17

日，盛大游戏的市值是17.59亿美元，折合人

民币107.8亿元； 掌趣科技市值205亿元人民

币，是盛大游戏市值的近两倍。而掌趣科技的

收入远不如盛大游戏， 掌趣科技前三季度的

营收为5.6亿元，净利润为2.03亿元，盛大游戏

上半年的营收就达到19.57亿元， 净利润为

6.06亿元。

腾讯、网易、畅游、盛大、完美、巨人是国

内营收排名前六的游戏公司， 这几家公司在

国际资本市场的市盈率都不高。

这使得不少在美上市游戏公司想要回归

A股市场。 盛大游戏日前公布的私有化财团

中包括中银绒业的大股东， 且中银绒业也并

未否认借壳传闻。盛大集团CEO陈天桥表示，

盛大不会退出游戏， 放弃大股东位置是为了

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一个更大的市

场，更认可的投资者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

互联网公司看移动端

分析人士认为， 衡量互联网公司的未来

业绩，关键看移动变现能力。 相比PC端，移动

端更能充分利用用户的碎片化时间， 因而互

联网公司发布财报时， 更愿意呈现移动端的

业绩。

京东11月17日公布的三季报显示， 第三

季度京东通过移动端完成的订单量约占总订

单量的29.6%，同比增长534%。公司称，今年3

月，京东宣布和腾讯进行战略合作，相继开通

了微信、手机QQ多个移动购物平台，拉动了

移动端的快速发展。

11月11日，京东移动端（包括京东移动

客户端、 京东微信购物和京东手机QQ购物

等）订单量增长迅猛，占总体订单量的比例达

40%。 这也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公司当天股

价上涨超过7%。

分析人士认为， 百度的业绩表现与其在

移动端的布局密不可分。 据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彦宏透露， 百度在第三季度移动端流量超

过了PC端的流量。

移动端也是阿里巴巴、 腾讯等强调的重

点。阿里巴巴公布的首个财报指出，三季度来

自移动端的交易额达到1990.54亿元，同比增

长263%。 9月，阿里旗下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的

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2.17亿 ， 同比增长了

138.5%。

“移动收入占比能否稳步提高，成为外界

考量的公司的重要指标。”招商证券分析师指

出，猎豹移动三季度净利润出现下滑，但业绩

公布后，公司依然受到市场追捧，主要是因为

公司移动端收入达到3.41亿元， 环比增长

20%，同比增长183%。

江淮汽车

首批200台重卡出口委内瑞拉

□本报记者 余安然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11月17日， 江淮汽车出口

委内瑞拉重卡订单首批200台在上海海通码头启程发

运。 江淮汽车表示，这是中国重卡出口第一大单，也标

志着江淮汽车的国际化战略实现新的突破。公司称，目

前与委内瑞拉政府签订了新的项目合同， 未来将与委

内瑞拉在商用车战略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江淮汽车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首批交付的200台

车型主要为江淮格尔发重卡，包括牵引车、自卸车以及

水罐车，将于12月底抵达委内瑞拉。

今年7月份， 公司与委内瑞拉陆路运输交通部、

CORPOVEX� S.A.（委内瑞拉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三

方共同签署了5239台重卡的采购合同，江淮汽车（香

港）公司除了出售5239台重卡、牵引车以及相关备件

和工具，还将在委内瑞拉提供培训服务、技术支持等，

合同总金额为2.74亿美元，履行期限为360天。

据了解，2013年公司重卡销量约为3万台，预计今

年销量将达到3.5万-4万台。 以去年销量为基数，本次

所签订单占公司重卡销量的20%。

除了此次对委内瑞拉出口200台重卡，9月3日，江

淮汽车对美国出口首批100辆和悦iEV纯电动汽车。公

司国际公司副总经理张鹏告诉记者，将整合全球资源，

在满足全球客户标准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国际化战略。

据了解， 目前江淮汽车已在全球建立了15个工厂，全

面覆盖了商用车和乘用车类型。

据张鹏介绍，公司在巴西的工厂主要生产轿车，委

内瑞拉的工厂主要生产和组装重型商用车， 墨西哥的

工厂生产和组装轻卡等商用车， 马来西亚的工厂则是

生产方向盘等产品。

据悉，公司与CORPOVEX� S.A.在2012年建立的

KD工厂，目前已累计组装销售各类商用车6000余台，

产能提升至10000台/年，拥有同时组装皮卡、轻卡、重

卡等商用车的能力。 2013年，江淮轻卡在委内瑞拉销

售超越GM轻卡，成为当地市场份额第一的轻卡品牌。

上海加快机器人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日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印发了《关

于上海加快发展和应用机器人促进产业转型

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和应用机器

人， 将机器人应用与上海市产业转型和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集合起来。

据悉， 上海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一

定基础， 已成为我国产业规模最大的机器人

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本

地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竞相发展格局， 形成

机器人研发、 生产、 应用等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集聚了一批本体和功能部件企业、系统集

成商、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 但上海在机器人

产业发展上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着核心功能部件依赖国外技术、 自主本

体企业尚未形成规模、 自主研发的机器人难

以满足市场要求等不足。

为此，上海方面提出，在产业上，将支持

国际龙头企业在沪发展壮大，培育和引进2-3

家国内本体骨干企业，培育5家左右核心功能

部件企业， 以及10家左右具备整体设计能力

和解决方案提供能力的专业化机器人系统集

成企业。 2015年上海市机器人产业规模力争

达到200亿元，2020年达到600亿-800亿元。

在机器人推广上， 加大机器人在工业和服务

业重点领域的应用力度，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优质成品率，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低知识技

能用工量。 2015-2020年，上海市应用机器人

数量年均增加30%以上， 平均每年新增机器

人3000台以上，平均每年新建5条以上机器人

示范应用生产线。

为达到上述目标， 上海市将采取突破机

器人产业关键瓶颈、 搭建机器人产业服务平

台、创新机器人产业发展模式等促进措施，并

明确提出将探索设立机器人产业基金。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

2025年将达1亿千瓦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出通知， 提出今后十年抽水蓄

能电站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把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优化

能源结构、 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

要手段。 着力完善火电为主和大规模电力受入地区电

网抽水蓄能电站布局， 适度加快新能源开发基地所在

电网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满足电

力发展需要。 到2025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

量达到约1亿千瓦， 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

左右。

通知指出，要把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支持政策、加

强监督管理作为促进抽水蓄能电站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本保障。 抽水蓄能电站规划编制和动态调整机制有效

建立，规划、设计、管理、运行标准体系基本健全，建设

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运行监督、行业监管和价格机制

基本完善， 辅助服务市场和产业发展政策逐步建立和

健全。

把科技创新作为促进抽水蓄能产业发展的根本动

力。大型地下洞室、高水头输水系统设计和施工等工程

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工程建设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 装备制造能力明显加强，500米及以上水头和单机

容量40万千瓦级机组实现自主化，抽水蓄能机组的技

术经济性能进一步提升，基本具备国际竞争力。

中钢与力拓

恰那合营采矿拟再延期

□本报记者 于萍

中钢集团和力拓于11月17日共同宣布， 双方将

对西澳皮尔巴拉地区的恰那采矿合营企业的再延期

进行商讨。 中钢集团总裁徐思伟与力拓集团总裁山

姆·威尔士在堪培拉签署了《恰那合营企业再延期框

架协议》。

原恰那合营协议签署于1987年， 共生产2亿吨铁

矿。双方于2010年签署了原协议到期后继续生产5000

万吨铁矿的延期协议。 恰那合营企业（力拓持60%股

份、中钢持40%股份）拥有恰那铁矿所有权。 该矿位于

皮尔巴拉地区汤姆普莱斯矿南60公里，由力拓负责采

矿。 中钢拥有恰那矿（混入皮尔巴拉混矿）100%的包

销权。

山姆·威尔逊表示：“恰那合营项目目前已成为中

国在澳洲运营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合营项目， 该协议

的签署表明力拓和中钢致力于在多年建立的互利合作

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合作机会。 ”据了解，双方

将在延期项目结束前（预计2016年）就再延期的具体

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江铃汽车引入全新福特撼路者

□本报记者 刘兴龙

福特汽车日前全球首发全新福特撼路者量产车

型， 并宣布2015年将推出这款全新七座硬派SUV车

型。 这款SUV在中国将由福特在华合作企业江铃汽车

实现本土生产， 并通过江铃旗下的福特品牌授权经销

商网络进行销售。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远清说，“中国消

费者对于像全新福特撼路者这类硬派越野型SUV车

型有着强劲的需求。随着福特撼路者的引入，江铃汽车

旗下的福特品牌产品阵容将进一步扩大。 ”

全新福特撼路者采用了真正的框架式车身结构，

搭载先进的智能四驱系统、 能够按需分配扭矩的主动

式分动器和TMS路况实时管理系统等先进的SUV车

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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