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联通混合组网

试验城市增至56个

中国联通12月17日晚公告，公司于同日获母公司联通集团通

知， 工信部批准联通集团TD-LTE/LTE� FDD混合组网试验城市

从目前的41个城市扩大至56个。

新增的15个城市分别为佛山、泉州、潍坊、温州、阜阳、无锡、

宜昌、衡阳、桂林、廊坊、临汾、南充、渭南、南阳、南通。 公司间接控

股的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将继续承担本次混合组网

试验任务。（张玉洁）

部分受益整车公司基本财务指标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元） 市盈率 市净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净资产（元）

600104.SH

上汽集团

22.0900 9.8193 1.6816 14.4444 13.1362

000550.SZ

江铃汽车

32.1000 16.3165 2.7646 15.9474 11.6113

000951.SZ

中国重汽

17.2400 18.9972 1.6646 8.7763 10.3568

002594.SZ

比亚迪

40.4800 181.2257 3.9564 1.6534 10.2314

601633.SH

长城汽车

38.9000 14.3915 3.8095 18.9163 10.2112

600805.SH

悦达投资

12.1400 7.9936 1.6433 13.0508 7.3874

600066.SH

宇通客车

21.6500 15.0904 2.9772 12.5340 7.2721

601777.SH

力帆股份

9.9800 23.7211 1.7262 5.5542 5.7760

000800.SZ

一汽轿车

15.7000 25.3718 2.8941 2.8249 5.4249

600418.SH

江淮汽车

13.0200 18.2387 2.4236 6.1061 5.3722

601238.SH

广汽集团

8.8200 21.2658 1.6763 6.7196 5.3415

600166.SH

福田汽车

6.6400 24.4494 1.2471 2.0132 5.3242

600686.SH

金龙汽车

12.9000 24.8652 2.4548 5.8741 5.2550

000625.SZ

长安汽车

17.3000 23.0109 3.4452 25.8471 5.0215

000957.SZ

中通客车

13.9000 31.7227 3.1263 29.8815 4.4462

000572.SZ

海马汽车

5.5900 30.8075 1.2852 2.2335 4.3495

600303.SH

曙光股份

5.9200 -13.6593 1.5859 2.9192 3.7330

600006.SH

东风汽车

6.6800 266.2276 2.1773 3.0697 3.0681

000868.SZ

安凯客车

6.1900 -123.9794 3.4959 1.5148 1.7707

000927.SZ

一汽夏利

7.6000 -25.2613 4.8856 -24.5673 1.5556

600213.SH

亚星客车

14.4600 606.6627 28.2128 -50.9146 0.5125

600609.SH

金杯汽车

4.4800 276.9919 12.5213 -2.2478 0.3578

獐子岛董事长押股兑现承诺

獐子岛12月17日晚公告，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已按

承诺向公司支付2000万元，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收到此笔

款项。 公司本次收到的该笔关联交易的资金将计入“资本公

积” ，对公司业绩不存在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审

计为准。

根据公司12月5日公告，吴厚刚承诺：自愿承担1亿元灾害损

失与公司共度难关， 其中2000万元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即

2014年12月5日）后1个月内到位，剩余8000万元在本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1年内到位。

吴厚刚的资金来源是股权质押。 公告显示，吴厚刚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322万股质押给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用于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12月16日，购回日期为2015

年12月16日，上述质押已在平安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本次股份

质押融资额为2,000万元，将用于承担公司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

难关。

目前， 吴厚刚持有公司3905.6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的

5.49%；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54万股。（王荣）

北大医药子公司拟发起基金并购肿瘤医院

□本报记者 周渝

北大医药12月17日晚公告， 公司子公

司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与北大

医疗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共同发起基

金， 该基金将出资4122万美元收购新里程

医院集团65%的股权，实现对营利性肿瘤专

科医院———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的控股。

资料显示， 新里程医院集团的主要资

产为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 该医院成立于

2011年10月，由新里程医院集团和北大肿

瘤医院共同出资成立， 持股比例分别为

70%与30%。 新里程肿瘤医院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5000万元，注册床位150张。 医院

自2014年6月开始试运营，一期开放床位约

100张， 二期预计2015年6月投入运营，设

立床位约50张。

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定位于类比国际

化肿瘤诊疗服务平台， 服务于高端肿瘤患

者人群， 填补了中高端肿瘤治疗市场的空

白。 北大医药表示， 投资新里程医院集团

后， 公司将实现在肿瘤治疗服务领域进一

步产业链延伸，公司可以通过医药流通、耗

材配送等与新里程肿瘤医院形成协同效

应， 加快在肿瘤医疗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发

展，有助于公司全面打造肿瘤治疗产业链。

据了解，去年北大医药已提出“未来将

依托股东资源，布局医疗服务业”的战略转

型目标， 而肿瘤相关产业链是公司重点发

展的方向，此次并购肿瘤医院后，公司将拥

有从肿瘤药物、 肿瘤治疗服务到高端肿瘤

医院的肿瘤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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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中信证券

三个月内或发行股份补充资本

中信证券12月17日晚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鼓励证

券公司进一步补充资本的通知》， 公司有关部门正在拟订公司

2015-2017年资本补充规划， 公司未来计划通过监管部门允许

的方式进一步补充资本，不排除未来三个月内筹划发行股份补

充资本的可能性，但发行股份方式、时间节点及规模仍具有不

确定性。

中信证券A股股票于12月15日、12月16日、12月17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构成《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核实，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欧阳春香）

人事地震 新国都收购范特西告吹

□本报记者 王锦

今年2月披露收购游戏公司范特西的

重组方案后， 新国都股价曾连续走出10个

涨停板，但在近10个月之后，新国都与游戏

公司范特西的合作重组最终以 “告吹” 收

场，公司股票将于12月18日复牌。

重组游戏公司告吹

新国都12月17日晚公告称， 由于范特

西关键技术团队暨本次交易对方部分人员

杜展扬、郭闫闫、周杨、李秀文、林华润已离

职，导致本次交易无法正常进行。范特西系

游戏开发公司， 核心员工对公司经营具有

极其重要的影响， 管理层员工的离职将严

重影响范特西的经营， 致使本次交易的目

的不能实现。 公司拟终止本次重组并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

申请材料。

新国都和范特西的重组始于今年2月

份。 2月21日，停牌近四个月的新国都披露

重组方案，拟以现金和股份支付的方式，以

8.4亿元 （公司8月份又将对价改为6.9亿

元）收购深圳市范特西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据介绍，范特西是国内领先的体育类

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范特西原股东

还承诺未来3年的净利润将不低于7900万

元、1亿元和1.13亿元。

在披露该重组方案后， 新国都股价一

飞冲天，连续走出10个涨停板，从停牌前的

15.32元最高涨至39.73元，涨幅高达160%。

此后，股价虽波动不断，但均保持在30元左

右。 12月9日，新国都股价大幅下跌8.28%，

收盘报26.91元。

公司12月9日的股价大跌是缘于媒体对

范特西公司内部人事地震的报道。新国都也

于12月10日起停牌。 新国都12月10日晚公

告称，关注到媒体发布了相关范特西科技的

新闻，该新闻指出范特西员工李秀文、郭闫

闫、林华润、杜展扬、周杨、白璐因出现严重

违纪行为，被范特西公司开除。新国都称，经

公司核查，上述新闻报道事件属实。 鉴于李

秀文、郭闫闫、林华润、杜展扬、周杨系范特

西核心员工，且为公司此次重组交易的交易

对象，上述人员离职对此次交易构成重大影

响，现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机构就公司与范

特西的合作事宜进行紧急磋商。

2亿元设支付公司

不过， 或是为了表明公司继续发展电

子支付业务的决心， 在新国都董事会决定

终止重组之前， 先审议通过了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决议， 称为了实施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目标的需要， 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新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据介绍， 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

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银行卡电子支付终

端产品（POS� 终端、固定无线电话机）、电

子支付密码系统产品、 计算机产品及电子

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生产项目由分支机

构经营）、销售、租赁及服务（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移动支付业务

的技术开发运营及服务（不含生产）；互联

网信息业务。

新国都称， 结合上市公司现状和战略

发展需要，设立子公司后，有利于拓宽营业

收入来源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保证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

哈投股份减持方正证券股份

哈投股份12月17日晚公告，根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于12月1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方

正证券股票2,443,001股，交易产生的税前收益约为3200万元。本

次处置完成后，公司尚持有方正证券股份197,556,999股，占总股

本的2.4%。 （张玉洁）

中国一重挂牌出售固定资产

中国一重12月17日晚公告，公司拟出售部分低效、使用年限

较长的固定资产。

根据公告， 公司计划按照不低于评估价31,585.244万元的

价格，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出售机器设备155

台（套）。

公司表示， 本次出售固定资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资

产运行质量，提升公司价值创造能力。 本次交易成功与否存

在不确定性，如成功，将对公司2014年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

响。 （张玉洁）

PE“租壳”天晟新材终泡汤

□本报记者 王锦

停牌3个多月之后，天晟新材获PE“租

壳” 一事正式宣告失败。 天晟新材12月17

日晚公告称， 除了已公告取消股东委托投

票权的所有条款外， 其他与杭州顺成所签

署并公告的全部事项均终止。 公司股票将

于12月18日复牌。

杭州顺成正是此前天晟新材公告中所

披露的“租壳方” 。天晟新材因筹划重大事

项自今年9月9日起停牌， 公司10月22日公

告，公司四位主要股东吕泽伟、孙剑、吴海

宙、徐奕，拟以7.89元/股的价格将合计持有

的天晟新材20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6.14%)转让给杭州顺成；与此同时，四人还

决定将合计所持上市公司23.81%股权所对

应的股东投票权及相关权利委托给杭州顺

成行使。 交易完成后，杭州顺成享有天晟新

材权益股份将达到总股本的29.95%， 由此

成为控股股东， 天晟新材实际控制人亦变

更为杭州顺成的掌门人赵兵。

独特的“租壳” 模式受到广泛关注，也

引来监管部门的介入和约谈。天晟新材于10

月27日公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取消公司

主要股东与杭州顺成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投票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中

约定的有关股东投票权委托的所有条款，上

述协议条款取消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将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在最新的公告中，天晟新材称，截至目

前， 各方未就协议转让相关条款达成一致意

见，经各方商议后审慎决定，除了前述已公告

取消股东委托投票权的所有条款外， 其他与

杭州顺成所签署并公告的全部事项均终止。

公司还表示，未来将立足资本市场，致

力于全球视野的产业链整合， 并适时发展

新的主业，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 公司及主要股东吕泽伟、孙剑、吴海宙、

徐奕承诺， 未来三个月内不进行重大事项

的筹划。

立思辰拟10转12派现0.3元

高送转公司再添一家。 立思辰12月17日晚间披露年报高送转

预案，应公司控股股东提议，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并派

现0.3元。

公告表示，鉴于公司当前的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公司未来

发展的良好预期，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池燕明提议，

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0.3元 (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2股。

立思辰主营业务为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 公司今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93亿元，同比增长20.30%；实现净利润为

2772.18万元，同比下降11.55%。（王锦）

金正方中标国家电网订单

金正方（430554）12月17日晚发布项目中标公告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电网物资有限公司及相关代理机构出具的中标通

知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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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招标活动中，公司成为此项目第1分标“2级

单相智能电能表” 的中标人， 共中1个包， 中标总金额为2,

033.91864万元。

公司表示，本次中标将对公司2014年及2015年经营工作及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玉洁）

从产能驱动到存量驱动

汽车股估值修复迎来新主线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随着国民经济增速的走低和环保、限

购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中国汽车行业正在

从此前以产能驱动发展的模式逐步过渡

到以存量为驱动的发展新周期。 在“后周

期时代” ， 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机会正

在发生巨大变化。多位业内人士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今后汽车类上

市公司的估值修复行情，主要可以归纳为

保有量增长引发汽车后市场崛起、“一带

一路” 助推商用车增长、消费升级带动新

能源汽车与SUV消费三条最新主线。

销售及后市场崛起

安信证券相关分析师指出， 此前，由

于供不应求特征明显，我国汽车行业处于

产能驱动发展周期，可以称之为“前汽车

周期” ；此后，随着产业的发展，又出现了

以车型集中上市为特征的新车型驱动发

展周期，可以称之为“中汽车周期” ；现在

又开始逐步进入行业销量和盈利下滑，以

存量为驱动的发展周期，可以称之为“后

汽车周期” 。

中汽协人士分析，我国汽车保有量正

在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预计2014年底，我

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2亿辆，并且未

来5年内仍将保持10%-15%的增速，到

2020年将达到2.5亿辆。 这一方面将带来

巨大的维修需求，另一方面也将使单车服

务价格不断提升，从而使汽车后市场利润

更为丰厚。

福田汽车相关人士指出，过去，由于

我国汽车行业发展水平较低及相关政策

法规的限制， 汽车后市场比较混乱无序，

服务水平较低，商业模式陈旧。未来，相关

政策的出台将是行业爆发的触发器，加之

互联网的普及，汽车后市场将出现较为深

刻的变化， 势必将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

带来新的需求。 汽车后市场堪称现代的

“黄金产业”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其

利润有望占汽车全产业链的60%-70%。

汽车保有量增加的同时，经销商库存

近年来也一直处于攀升态势。 不过，相关

新政策出台的预期也在提速，有望使这种

状态发生改变， 带动汽车销售链条的重

塑。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最终版本将有

望在修改后于明年年初正式实施。 与此前

颁布的《汽车品牌管理办法》相比，新修

改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最大的特征就

是去掉了“品牌” 二字，对经销商的授权

方式也由此前的一年一次改为五年一次。

这意味着汽车企业对经销商的年末威胁

将不复存在，同时，厂家的压库、压配件、

搭售精品等行为也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有汽车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这意味着经销商经营将走向更加多元化的

发展，一方面经营更加有自主权，另一方面

经营种类也会包含后市场服务等多个层面

以及连锁经营等多种运营模式， 以应对新

车销售增速放缓、利润不高的不利局面。

据了解， 庞大汽车等汽车贸易公司都

在筹备建设“汽车超市” ，形成奥迪、宝马、

奔驰等多个品牌共同经营的局面， 在汽车

流通领域的渠道影响力有望得到加强。

“一带一路”或带火商用车

在经历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后，加上城

市限购和排放监管升级等因素影响，国内

汽车需求放缓趋势明显，中汽协等机构预

计2014全年销量增速将回落到8%左右甚

至以下的水平。但汽车产业今后的发展机

会，除了汽车销售商和后市场趋于乐观之

外，整车厂商的机遇也不容忽视。 多位整

车厂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加速，汽车产业正在

迎来拓展海外市场的新契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相关人士分析，近

期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相继成立，“一带

一路”建设进入加速推进期。 随着亚太地

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以及区域互联互

通的发展， 交通运输设备市场需求将提

升，国内汽车行业或迎来出口良机。

该人士介绍说，目前我国汽车整车出

口规模相对较小， 近年来均维持在100万

辆水平，仅占国内总销量的4%左右。 考虑

到经济下行压力和“一带一路” 建设，国

内汽车行业向国外市场发展的趋势将增

强，其中商用车将表现得尤为突出。

福田汽车人士指出，“一带一路” 是

我国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有助于带

动周边经济体建设， 并消化国内过剩产

能，将是双赢和多赢的互动过程。 基础设

施建设作为“一带一路” 的重要前提，将

率先得到资金扶持和优先推动。卡车作为

基础建设的必备资本品有望首先受益。

安信证券相关分析师认同这种看法。

他表示，根据其测算，中国2015年乘用车

增长率或为5.9%，达到2060万辆；而商用

车同比增长约为6.5%，达到400万辆。“这

里面既有排放升级和黄标车淘汰的原因，

也有‘一带一路’的带动作用。 ”

国内汽车企业在布局海外市场方面

早已起步，在消化国内库存的同时，有望

分享互联互通下的国际市场机遇。 以力帆

股份为例，公开数据显示，公司2014年上

半年海外收入占比已经高达65.75%，乘用

车产量的40%、摩托车的60%专门用于出

口。目前公司在60多个国家拥有完善的销

售网络，并在俄罗斯等地建设汽车制造基

地。 又如长城汽车，在SUV等领域拥有竞

争优势，公司此前宣布投资32亿元，在俄

罗斯独资建设整车生产厂，工厂建成后计

划年产能将达到15万辆，未来海外销量占

比有望提升1/4。

消费升级带动新能源与SUV

业内的共识是， 对于传统汽车而言，

由于汽车行业上升小周期已经步入后半

段，行业景气度逐步跨过高峰，行业销量

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安信证券相关分析师认为， 整体来

看， 汽车行业的销量和盈利依然逐步下

行， 今后年均增长可能趋同于GDP的增

长。新车型的上市速度未来极可能逐步放

缓，从而为自主品牌车企带来发展机会。

未来自主品牌汽车或将在新能源汽

车和SUV两大领域实现突围。中汽协人士

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长期发展前景光明，全国各地新能

源汽车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众多车企纷纷

发力新能源汽车业务，新能源汽车核心零

部件厂商也动作频频，充电设备更是掀起

了建设高潮，在这样的环境下，新能源汽

车相关企业或将成为长期“白马” 。

而从去年开始SUV所表现出的 “逆

袭”态势仍有望延续多年。 以中汽协最新

公布的前11月中国汽车数据为例，1-11

月，我国乘用车共销售1763.97万辆，同比

增长9.22%。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销

售1111.38万辆，同比增长2.59%；多功能乘

用车（MPV）销售169.98万辆，同比增长

48.70%；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销

售358.64万辆，同比增长34.13%。 因此，市

场人士普遍认为， 以长城汽车为代表的多

功能车生产商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

本息全额兑付 *ST超日债危机解除

*ST超日12月18日发布2011年公司债券兑付公告，公司将委

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还本付息， 在12月18日16时前划拨款项，

发行规模为10亿元的债券，兑付本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等含

税共计11.164亿元。

根据兑付方案，每手“11超日债” 面值1,000元派发本息合计

1,116.4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元

派发本息合计1,093.12元)� 。 兑付对象为截至2014年12月19日下

午15:00时交易时间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11超日债”债券持有人。

这也就意味着，超日债危机已正式解除，“11超日债” 投资者

将获得本息全额兑付。（王小伟）

部分受益整车公司基本财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