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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公司贺岁档大战一触即发

票房挑战80亿元大关

□本报记者 姚轩杰

从12月2日国产大片《太平轮》上映开始，

2014年-2015年贺岁档将正式开启。由于羊年

春节比往年都要晚，贺岁档在元宵节左右真正

落下帷幕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 影片的数量

也是前所未有的庞大达70余部，平均两天不到

就有一部新片上映，这也带来票房竞争的白热

化。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华谊兄弟、华策影

视、光线传媒等上市公司都有多部影片杀入贺

岁档。

截至11月26日， 今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达

到263.67亿元。 多位业内人士预测，今年中国

电影票房将达到300亿元。 这意味着仅12月全

国电影票房将达到35亿元以上。对于上市影视

公司来说，票房的多少直接影响四季度和明年

一季度的业绩。

贺岁档票房或达80亿元

广义上的贺岁档是从前一年的12月初到

次年的农历元宵节。在2013年-2014长达78天

的贺岁档中，国内共上映新片71部，创下1.8亿

观影人次、64亿元总票房的贺岁档新纪录。

2014年-2015年的贺岁档由于羊年春节在2月

19日，比往年都要晚，整个贺岁档差不多有3个

月的时间，这或将导致今年贺岁档的票房总收

入将有较大幅度提高。 多位电影人士认为，今

年银幕数已激增至2.2万块， 比去年增长了

50%以上，且时间又延长一个月，预计2014年

-2015贺岁档总票房突破80亿元并非难事。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前三季度全

国电影票房为219.49亿元， 同比增幅高达

33.6%。 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112.73亿元，

进口影片票房收入106.76亿元。根据艺恩咨询

统计， 截至11月26日， 全国电影票房达到

263.67亿元，已高出2013年46亿元。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会长王凤麟称，今

年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大年，电影票房全年总收

益将有望达到300亿元。 在未来三年内，中国

将逐渐发展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电影

市场。

事实上， 作为贺岁档的首月，12月的票房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般而言，12月的票房

占到全年电影市场票房的10%左右。去年12月

全国电影票房达到28亿元，占全国电影总票房

217.69亿元的12.86%。 而今年12月，电影银幕

比去年底有明显增加，这将会使观影人次也明

显提升，即使票价不上涨，单月电影总票房也

将超过去年。 艺恩研报指出，今年12月票房将

达到3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影视公司上演票房激战

作为贺岁档创始公司，华谊兄弟今年上映

的影片无论从数量还是票房上都比去年逊色。

据华谊兄弟方面介绍， 今年贺岁档公司将有5

部电影上映。

有券商分析师认为，虽然华谊兄弟前三季

度表现不尽如人意， 但随着年底5部影片的密

集上映，华谊年度电影票房仍具备一定的爆发

空间，这也将关系到公司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

的业绩情况。

据悉，这5部影片中包括战争、爱情、动作、

文艺等多种类型，能满足不同口味需求的观影

人群。 已于11月初上映的《一个人的武林》由

甄子丹、王宝强主演，票房表现相对不错，最终

票房为1.16亿元。

而好莱坞战争大片《狂怒》也在11月21

日上映， 这也是华谊国际化战略的尝试。 不

过， 影片上映后票房表现平平， 截至11月26

日，累计票房仅为6677万元，不敌同日上映的

国产动作片《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累计1.18亿

元的票房。

而周迅、 黄晓明主演的 《撒娇女人最好

命》则提档至11月28日。作为贺岁档期待值较

高的爱情喜剧，不少影评人士认为该片有望成

为贺岁档票房黑马。 导演吴宇森的回归之作，

将于12月2日上映的《太平轮》同样引人瞩目，

金城武、章子怡等十多位影星的加盟更为票房

提供保障。不过，华谊兄弟只是《太平轮》的发

行方，不是投资制作方。 而导演顾长卫加盟华

谊的新作《微爱之渐入佳境》也将于12月24

日上映。

另一大影视巨头光线传媒在今年贺岁档

只有1部电影上映，即12月12日上映的张一白

导演的《匆匆那年》。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

表示，对于《匆匆那年》公司将会在营销上给

予大幅度的保证，该题材属于光线传媒拿手的

青春影片系列之一，公司预测其将最有潜力成

为黑马。

华策影视在贺岁档期间将有两部电影上

映，分别是《太平轮》和《小时代4》。 《太平

轮》是华策影视、中影集团、小马奔腾等几家

大型影视公司联合投资制作，也是今年贺岁档

的开篇之作，业内对该片抱有很高的期待。 据

悉，该片投资金额达到4亿元，堪称华语电影史

上投资最大的电影之一。

而《小时代4》的上映日期定在明年大年

初一。 由于此前《小时代》系列影片中的主角

柯震东因吸毒曝光而成为污点艺人，遭到广电

总局封杀，该片导演郭敬明有意换掉柯震东重

新对影片进行剪辑。 一些电影人士认为，受到

该负面事件影响，《小时代4》最终票房或无法

延续之前的辉煌。

年底业绩有爆发空间

有电影界研究人士表示，在2014年-2015

年的电影贺岁档80亿元的总票房收入中，华谊

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等公司的影片有望

占到其中的30%左右。 而这意味着，三家公司

在年底和明年一季度业绩有爆发空间。

华谊兄弟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4.55亿元，

同比增长10.42%。 其中， 电影业务同比减少

74.76%，下滑最为明显。 但太平洋证券认为，

在贺岁档公司电影业务将集中发力，为公司四

季度和明年一季度贡献可观业绩。据电影专业

人士预测， 华谊兄弟5部贺岁电影总票房可能

达到10亿元以上。

根据华谊兄弟2014年初制定的 “H计

划” ，2015年公司计划投拍18部电影， 包括冯

小刚监制《命中注定》、成龙的《天将雄师》

等，其中《天将雄师》已确定在羊年大年初一

（2015年2月19日）上映。 这也有望在明年一

季度为华谊兄弟贡献业绩。

光线传媒前三季度净利润1.97亿元，同比

减少17.6%。 但公司电影业务表现较好，前三

季度发行了《爸爸去哪儿》、《同桌的你》等10

部电影，累计电影票房约23.15亿元，实现电影

收入4.7亿元，同比增长9.32%。 尽管贺岁档公

司上映影片不多， 但王长田表示：“2014年票

房预期值在30亿元， 目前已经实现超过23亿

元，年底完成任务并不困难。 ”

华策影视三季报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2.92亿元，同比增长39.68%。 公司今年以

来大举涉足电影行业， 前三季度参与投资拍

摄的电影《归来》、《小时代3》等上映，并取

得了超过10亿元的总票房。 而即将上映的

《太平轮》、《小时代4》， 票房收入也可能达

到10亿元。若真能变成现实，华策影视四季度

和明年一季度业绩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

水平。

星网锐捷2.4亿元控股四创软件

涉足防灾减灾信息化领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星网锐捷11月28日公告， 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2.4亿元收购福建四创软件有限公司40%股

权。 收购完成后，星网锐捷将成为四创软件控股

股东。四创软件在防灾减灾信息化领域方面具备

优势，星网锐捷也将通过此次收购进入该领域。

联合控股股东收购

根据公告， 星网锐捷与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四创软件有限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11月27日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 星网锐捷拟以自有资金2.4亿元收购四

创软件40%的股权，以取得控制权。信息集团以

1.2亿元收购四创软件20%的股权，成为四创软

件第三大股东。 四创软件原第一大股东汤成锋

持股比例降低为20.6%，成为第二大股东。

根据公告，信息集团持有星网锐捷28.22%

的股权，是星网锐捷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创软件目前经营情况良好，2013年实现

营业收入1.37亿元，净利润2028.20万元；今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8亿元， 净利润

2819.61万元。截至今年9月30日，四创软件总资

产为2.02亿元，净资产为1.4亿元。

星网锐捷称， 四创软件是在市场具有领先

地位的防灾减灾信息与应用服务提供商， 产品

及服务遍及17个省份，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通

过本次收购四创软件的股份， 可以使公司的业

务领域得以扩大，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行业快速发展

根据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信息，四创软件产品

涉及水利、防汛、气象、环保、移动应用等诸多领

域。四创软件所属的防灾减灾信息化行业属于新

兴产业，技术含量高，发展速度快，市场潜力大。

目前， 防灾减灾信息化领域市场集中度不

高，单一提供商的市场份额普遍较低，行业发展

速度较快， 规模较大的提供商多集中于具备较

高综合服务水平和较强技术研发实力的国内企

业， 但还没有形成具备绝对领导地位的龙头企

业。未来，行业将呈现优秀企业快速增长的市场

格局，行业集中度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创软件成立于2001年，凭借多年的数据

积累，公司在行业中已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四

创软件客户已经覆盖我国各级防汛抗旱指挥

部、水利、气象等相关政府部门。

公告显示，从业务领域来看，当前仅有少数

公司从事的业务范围涵盖防汛、海洋、气象、地

质、环境等灾害防治信息化领域。在防汛信息化

领域， 四创软件的主要竞争对手侧重于全国性

提供商， 主要为客户提供信息化系统及解决方

案；在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化领域，信息化研究及

应用主要由高校专家学者及部分综合实力较强

的企业主导， 该领域提供商主要从事信息化基

础硬件、系统开发及软件业务，部分产品或市场

与四创软件产生竞争， 但尚未有类似四创软件

为客户提供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化全面解决方案

的竞争对手；气象、地质、环境等灾害信息化领

域，四创软件尚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对手。

华谊集团谋求产业结构优化

化工基地转型加快

□本报记者 徐金忠

11月27日，在新华社上海分社与上海市国

资委共同主办、上海农商银行支持的“对话上

海国企领导” 大型访谈中，华谊集团董事长刘

训峰介绍称，华谊集团正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集团产融结合，集团吴

泾基地的转型升级也正在有序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

据刘训峰介绍， 化工行业已经进入微利时

代，作为老牌化工类国有企业，华谊集团面临转

型升级的压力，需要顺应行业转型升级的趋势。

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 华谊集团的

转型也成为国企改革的“题中之意” 。

统计显示，2013年， 华谊集团实现销售收

入609亿元，利润总额10.2亿元，与2011年相比，

销售收入增长45%。 今年1-9月，完成销售收入

471亿元，利润总额8.76亿元。 与2013年同期相

比，销售收入增长10%，利润总额增长28.6%。

刘训峰认为， 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明确集团

各个业务板块的发展方向。 集团已经明确业务

板块包括： 双钱股份成为专业的轮胎制造商和

服务商； 能化公司成为专业化的能源化工产品

及工业气体产品供应商； 氯碱化工成为专业化

的氯碱和氯下游产品供应商； 三爱富成为全产

业链、高附加值、环保型的氟化工产品供应商；

天原公司成为专业化的物贸联动平台企业；投

资公司成为领先的化工行业投资平台； 财务公

司成为集团全球化金融管理与服务平台。

业务方向明确的同时，华谊集团还将继续创新

业务模式。 刘训峰称，推进集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展、探索产融结合是其中的两大发展方向。 目前生

产性服务业占集团销售收入比重已达30%，2013年

该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82.6亿元。 产融结合方面，除

小贷公司、财务公司外，集团还将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融资平台功能，推进双钱股份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项目及三爱富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吴泾基地将现“新颜”

在上海市积极推进存量工业用地盘活等的

政策背景下， 集团吴泾基地的功能转变引人关

注。华谊集团正与上海市闵行区、市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市社科院共同开展《吴泾工业区产业

提升转型实证研究》，积极谋划基地转型升级。

资料显示，2011年以来， 华谊集团启动实

施了焦化公司、吴泾公司整合，依托集团工程、

物流平台，加快将检维修、非生产性用车、后勤

服务等辅业从主业剥离的进度， 完成了两厂整

合。 氯碱公司关停了吴泾基地的13套反应型装

置，加快将业务向化工区集聚。三爱富公司已将

其在吴泾基地大部分产品生产向常熟和内蒙古

基地转移。 目前吴泾基地人均劳动生产率从

2011年的182万元提升至2013年的459万元。

此外，近年来，华谊集团还加快推进吴淞、

桃浦、南大基地调整转型。 今年2月华谊集团与

上海市普陀区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桃浦科技

智慧城建设的框架协议” ，通过存量土地收储、

合作开发等方式， 共同推进桃浦科技智慧城建

设；华谊集团还与上海市杨浦区、闸北区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联手区政府， 加快推进区域转

型。 3年来，华谊集团累计清理企业119户，目前

集团企业总数已下降至269户，有效运行的企业

150户，基本消灭了四级次以下企业。

广东推进珠三角旅游一体化

广东省政府11月27日印发《珠江三角洲地

区旅游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

2020年底珠三角旅游一体化深度发展。

根据规划，珠三角内部，强化广州和深圳

在珠三角旅游一体化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推动

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旅游圈深度合作，

推进蓝色滨海旅游带、黄金水道旅游带、绿色

生态旅游带三大重点区域合作。 珠三角外部，

携手港澳共同推进珠三角旅游一体化，辐射带

动粤东西北旅游加快发展，推进多层次区域旅

游合作。

规划提出， 推进粤港澳旅游合作示范区

建设。 在实施粤港、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基础

上，争取近期启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

横琴的粤港澳旅游合作示范区试点建设，推

动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支持珠三角旅游龙头

企业到粤东西北合作，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

游产业发展。 （李香才）

新联电子

预中标国网设备采购

11月27日晚，新联电子公告称，公司为“国

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四批电能表及用电信息

采集设备招标采购” 中标候选人之一，预计中

标总金额约为6785万元。

根据公告，此次共中15个包，中标的采集

器、 集中器、 专变采集终端的总数量为96405

台，其中，采集器和集中器61479台、专变采集

终端34926台。 此次预计中标总金额约为6785

万元，占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的12.49%。 该项

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将对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影响。（丁菲）

中工国际

拟5亿元设资产管理公司

中工国际11月28日公告， 公司拟出资5亿

元人民币设立中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工国

际拟通过设立中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搭建兼具

投融资和资产管理功能的综合型平台， 着力打

造公司的投资业务能力，完善投、融、管、退的投

资业务链条； 推动公司实现从业务管理向资产

管理转变，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中工国际称， 公司本次投资是为了今后的

资产管理、投资融资等做准备，由于相关业务的

经营经验较少、专业人才缺乏等原因，存在一定

的经营风险。 公司将加强与专业金融机构的合

作，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和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

中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尚处于设立阶段， 短期

内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李香才）

中文传媒

收购智明星通获通过

中文传媒11月27日公告，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过。

中文传媒表示，出版传媒业产业互联网化是

大势所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传媒业要

强化互联网思维，转变观念，以内容为主，以平台

为王，跨界发展，深度融合。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收

购是中文传媒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 通过收购智

明星通，公司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新媒体业务平台，

未来两者的协同效应和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公司表示， 将运用互联网技术， 对编辑出

版、发行等多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选，聚合中文传

媒旗下媒体资源，拓展数字出版、在线阅读和在

线教育等新媒体业务，加强线上、线下资源及渠

道的融合， 开展全省新华书店卖场的O2O改

造， 构建统一的、 立体的互联网传播和经营平

台。（张志鸿）

北汽股份

赴港IPO拟募资15亿美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北汽股份11月27

日启动在港IPO进程，预计募集金额最高达15亿

美元。

7月2日，北汽股份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

申请书，拟募集资金约170亿港元。 不过，最新

的消息显示， 其募资金额已缩减至不到120亿

港元（约15亿美元）。 据了解，公司已锁定基础

投资者认购部分约78亿港元，占总集资额45%，

并计划将预测市盈率降至9至10倍。

根据此前披露的上市资料， 北汽股份此次

上市募集的资金， 将用作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开

发北京汽车乘用车、 发展销售网络及推广北京

汽车乘用车、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等。

据悉，北汽股份已正式进入聆讯阶段。如果

顺利，北汽股份有望在12月初开始招股，并有

望在12月中旬公开股价，募集金额最高达15亿

美元。目前北汽股份的承销商包括花旗证券、德

意志银行、汇丰银行和瑞银等国际大行。

招股书显示， 北汽股份目前主要股东包括

北汽集团、 首钢股份、 德国戴姆勒及本源晶鸿

等。 按照此前的资料， 北汽集团持股比例为

51%，首钢股份持股比例为18.3%，德国戴勒姆

持股比例为12%。

今年前四月， 公司共售出138109辆乘用

车，包括北京汽车94012辆、奔驰汽车44097辆、

北京现代375286辆。 根据华通人的资料，按照

2013年销量计算，北京奔驰在中国合资豪华乘

用车市场中占15.3%的市场份额， 是中国合资

豪华乘用车市场第三大生产商。（黄莹颖）

金逸影视致歉武汉国资委

□本报记者 姚轩杰

27

日， 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过官方网站发出声明，指出广州金逸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反映的武汉市国

资委消费情况严重失实。

27

日下午，金逸影视

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函》，向武汉市国资委

“深表歉意”，称为简化团体票内部管理工作，

公司在对武汉国资委以及相关国资体系内单

位销售团体票时，均使用统一的国资系统价格

体系，而金逸影视在进行团体票消费统计时，

将国资价格体系内的所有消费进行合并计算，

并将上述消费金额合并披露至武汉市国资委

名下。

金逸影视此前公布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1

年武汉市国资委在金逸影视消费

96.5

万

元，位列当年金逸影视的第五大客户。

金逸影视在《声明函》称，公司于

2005

年即

在武汉开设了武汉金逸影院，其作为武汉地区

第二家现代化多厅影院坐拥优质地段和先进

设备，得到武汉市场和观众的广泛认可，长期

在武汉地区电影市场位列第二，一度占据武汉

电影市场

25%

左右的份额。武汉金逸影院吸引

了大批企事业单位与其保持长期团体票合作

关系，武汉国资委以及相关国资体系内单位亦

属其中之一。

根据证监会的工作安排，

11

月

28

日证监会

将审核金逸影视和万达院线两家民营院线公

司首发申请。 目前，

A

股市场尚未有电影院线

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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