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卡建材贸易平台成立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贸促会获悉， 中卡建材贸易平台

12月27日宣布成立。 亚细亚陶瓷、北京中建以琳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及组织与卡塔尔相关方举行了签约仪

式。中国贸促会相关人士分析指出，中国卡塔尔采购平台的建

立，将有利于助推中卡两国战略合作升级。

中卡建材平台由北京百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卡塔尔贾巴

尔集团联合组建。 据北京百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凯夫

介绍， 平台是为了促进我国建材企业占领卡塔尔乃至海湾地区

市场份额， 并在卡塔尔各大采购商以及中国有关单位的鼎力支

持下构建的，平台将整合资源与专业服务优势，为中方企业提供

从订单、物流、清关至落地后金融、法律等一站式贸易服务。

田凯夫介绍说，卡塔尔将举办2022年足球世界杯，政府

决定投资2200亿美元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通

过填海造陆建设占地20平方公里、 供20万人居住的中东新

标杆鲁塞尔新城。 除此之外，还有投资额高达357亿美元的

多哈地铁项目、投资额350亿美元的卡塔尔铁路项目、投资

额为250亿美元的GCC铁路项目等大型项目。 但是卡塔尔建

设资源匮乏、施工力量严重不足，需要通过进口和国际力量

的帮助予以解决。 （王小伟）

江淮汽车扬州新基地投产

12月28日， 年产10万台江淮汽车扬州新基地落成投产，

同时，江淮汽车中高端轿车化皮卡帅铃T6下线。 这是继蒙城

安驰新基地投产之后，江淮汽车的又一现代化整车新工厂。

公司表示，扬州基地的投产与新产品的下线，将丰富与延

长江淮商用车产品线，优化产品结构、促进转型升级。 据了解，

江淮汽车计划2015年实现70万辆销量，2017年冲击100万辆。

扬州江淮新基地项目于2013年3月全面开工建设， 是江

淮汽车“十二五”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基地项目总投资

20亿元，一期投资12亿元，用于生产扬州江淮一代、二代皮卡

及非承载式SUV产品。 预计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100亿元左右。

江淮汽车表示，扬州新基地的正式投产，对巩固江淮商用

车市场主导地位，提升企业综合实力，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至此，江淮汽车已有遂宁基地、蒙城新基地、纳威司达柴

油发动机基地、扬州新基地以及合肥本部基地建成投产。

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本部基地主要是生产帅铃和骏

铃，年产量可以达到20万台，蒙城基地主要是生产高端帅铃

X，年产量5万台。扬州基地则生产皮卡和非承载式SUV，年产

量10万台。 此外，公司在山东青州还有一个生产基地正在建

设中，预计2015年三季度末便可投产，到时将作为骏铃生产

基地，年产量约5万台。（余安然）

境外机构举牌兖州煤业H股

12月28日晚间，兖州煤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邓普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

Ltd）通知，截至2014年12月24日，邓普顿所管理的资金和独

立账户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累计持有公司2.47亿股H股

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03%。

邓普顿注册资本4.6亿美元，经营范围为投资顾问。 富兰

克林邓普顿资产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Capital� Holding� Private� Limited） 持有邓普顿100%股

权。 业内人士称，境外投资机构举牌国企比较罕见。 邓普顿并

未就举牌原因作出说明。（姚轩杰）

*ST传媒终止收购浙江金时代

*ST传媒12月28日晚间公告， 决定终止收购浙江金时代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启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

股票自12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ST传媒此前公告，计划发行股份购买浙江金时代100%

股权并进行配套融资。 *ST传媒12月28日晚间公告称，鉴于公

司与交易对手方就交易条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经公司慎重

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承诺6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考虑到公司的现状和各项工作开展的情况， 公司决定启

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目前，公司正在准备本次非公开

发行预案，最迟不晚于2015年1月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后复牌。

*ST传媒称，公司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若立案调查

时间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之日起12个月，或若本次

立案调查可能的处罚造成公司不满足非公开发行条件，公司董

事会将不再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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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拟参与设立产业基金

康得新12月28日晚间公告，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康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森煜

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战略合作，抓住新能源汽车发展给新材料行

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共同发起设立一家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并以该公司为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成立一支面向新能源电

动车轻量化、节能化和智能化等相关新材料产业为主要投资方

向的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规模20亿元，分两期募集。

拟成立公司暂定为“北汽康得产业投资管理公司” ，康得

新、森煜投资均持股20%，康得集团和北汽投资均持股30%。

产业基金投资期限3年，存续期限5年。

康得新称， 此次投资是为了充分发挥合作方的资源和优

势，利用产业基金作为公司产业整合主体，围绕公司既定的战

发展方向开展投资、并购、整合等业务，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

展战略，进一步开拓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李香才）

三五互联收购游戏资产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三五互联公布收购方案，拟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道熙科技 100%股

权。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7000

万元。

根据方案， 道熙科技100%股权的交易

价格确定为7.15亿元。 股份对价为3.886亿

元，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9.78元/股；现金对

价为3.264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

格不低于11.11元 /股， 发行数量上限为

630.063万股。

交易对方承诺， 道熙科技2015年至

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7800

万元和10140万元。

道熙科技为网络游戏研发商，主营产品

为页游和手游，推出了《城防三国》、《海底

消消》、《战争霸业》等十多款网页游戏以及

《海底消消》手游。 道熙科技与知名游戏平

台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预计2015年有4款

网页游戏和3款手游陆续上线。

三五互联表示，本次收购将形成较强的

协同效应，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借由道熙科

技进入网络游戏行业，进一步深化未来发展

战略，拓展在大互联网领域整合资源的深度

和广度。

前11月上市券商净利润增长80%

证券行业加快转型打开成长空间

□本报记者 于萍

年底时分， 券商板块延续着火热的市

场行情， 良好的业绩表现为板块持续上涨

奠定了基础。 从上市券商前十一个月的经

营情况看，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出现大幅

提升，全年业绩有望实现翻番。 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市场空间打开，在业务模式创新驱

动下，证券行业将进入高成长阶段，有望迎

来盈利、估值的双轮驱动。

业绩大幅增长

今年前11月，上市券商实现高额盈利，

券商板块也成为两市中表现最抢眼的板块

之一。 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全年，上市券

商业绩有望实现翻倍。

根据19家上市券商发布的11月经营数

据统计，1-11月，19家上市券商共实现营

业收入约879.2亿元、 净利润约360.3亿元，

可比券商的整体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别同

比上升51%、80%。 其中，19家券商11月单

月实现营业收入122.8亿元， 净利润50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71%、345%。

市场活跃的成交量成为带动券商业绩

提升的因素之一。统计显示，11月份日均股

票成交额为4424亿元，较10月份增长22%，

市场交易活跃度环比大幅提升。

根据首创证券的统计， 前11月太平洋

证券业绩同比增速高达517%，西南证券业

绩大幅增长138%， 东吴证券业绩上升

131%，处于全行业业绩普涨的态势。 大券

商中， 中信证券净利润总额为上市券商最

高，并且累计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98%，增

速为大券商之首。

目前上市券商中已有7家公司发布了全

年业绩预告，其中光大证券全年预增。光大证

券表示，公司“816事件” 负面影响逐渐消

除，受限业务于2014年陆续恢复，预计2014

年度累计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发生较大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光大证券实现营业收入34.59

亿元，同比增长16.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8.99亿元，同比增长76.23%。

已发的券商全年业绩预告基本是在三

季报时披露，有6家券商披露的全年业绩预

告为不确定。 尽管多数上市券商并未披露

全年业绩预告，但是由于市场行情回暖，多

数业内人士对2014年券商的业绩预期十分

乐观。首创证券预计，在12月火热行情推动

下，上市券商2014年全年将实现业绩翻番，

迎来近几年业绩增长最好的一年。

从二级市场表现看， 券商板块已经成

为年底表现最为抢眼的板块之一。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从11月至今，申万证券行

业指数累计上涨118%， 领跑其余所有行

业。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为30.5%。19家上市

券商中，有13家公司股价涨幅已经翻番。其

中， 光大证券11月至今的累计股价涨幅为

171.5%。长江证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兴

业证券、 招商证券累计涨幅都在130%以

上。 即使是券商板块中涨幅最小的国金证

券，11月至今的累计涨幅也达到61%。

加快业务转型

近年来，券商正在加快业务转型，以融

资融券为代表的资本中介业务成长迅速，

创新型轻资产业务也迎来发展期。 目前，券

商盈利重心正从传统渠道业务转向资本中

介业务， 资本实力已成为衡量券商长期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银河证券表示，11月中旬至今， 行业政

策利好持续落地。 沪港通正式开闸、ABS业

务备案制落地、转融通业务规则及两融监管

业务规则审批取消、注册制改革加速、个股

期权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等均为行业未

来几年发展前景增添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目前， 券商参与融资融券的热情高涨。

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89家券商融资融券

余额达到8253.4亿元，而10月末时这一规模

为7023.7亿元。 短短一个月内，券商两融余

额增长千亿元。 其中，国泰君安证券11月末

的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达到523.4亿元， 广发

证券两融余额也超过500亿元。华泰证券、招

商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等券

商的融资融券余额均在400亿元以上。

券商资本中介型业务规模及收入正呈

现持续高增长。 以海通证券为例，公司三季

度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余额达到了

227.78亿元，较年初大幅增长了1.52倍，其中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规模的高速增长是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广发证券预计，2015年全行业两融余

额规模有望达到1.31万亿-1.57万亿元；证

券公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融资资

金规模有望达到0.37万亿-0.41万亿元。

在重资产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券商轻资

产业务也呈现快速扩张。 业内人士称，在利率

下行对股债市场产生积极影响的背景下，券商

传统轻资产业务如经纪、投行、资管等业务将

获得增长契机；同时，券商创新型轻资产业务

如资产证券化也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以

沪港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开放举措将对券商

经纪等多项轻资产业务带来积极影响。

开启成长空间

随着市场行情回暖以及各项政策助推，

券商行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已经开启。研究机

构对于券商行业未来发展预期普遍乐观。

华泰证券分析师表示，在行业创新改革的

发展周期下，客户和资本是券商的“发动机” ，

谁拥有客户优势、资本优势，谁将拥有市场。

可以看到，近期已有不少上市券商已开

始加大资本市场融资力度。海通证券拟增发

19.17亿股H股，将用于公司在内地的融资融

券业务、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结

构化产品销售交易业务以及直投业务的拓

展以及补充现有流动资金。 广发证券、华泰

证券也已经相继公告拟发行H股募集资金。

首创证券认为，在宽松的货币预期、制

度政策红利驱动下， 券商2015年业绩有望

向好。 首创证券分析人士预计，2015年二级

市场的成交量级将保持高位， 券商全年经

纪业务、自营业务都会较为可观。 在政策支

持直接融资比例提升的大背景下， 注册制

渐行渐近， 投行业务IPO项目储备非常丰

富，增发将继续大规模发行，券商2015年投

行业务成绩可以期待。 同时，资产证券化、

个股期权和新三板也将是券商未来的业务

看点。

广发证券研究员表示，2015年直接融资

体系有望迎来繁荣。 证券公司作为最直接受

益的中介机构，预计将迎来盈利、估值的双

轮驱动，行业格局预计将呈现多元化发展。

■展望2015

力帆股份河南电动车基地投产

12月27日，力帆股份总投资22亿元、年产10万辆新能源

电动车河南基地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力帆新能源电动车开始

实现量产。

据了解，此次建成的为一期工程，占地130亩，产能为1万

辆/年，已建成一条总装生产线和一条检测线，后期还将增加

冲压、涂装、焊接工艺，二期达产后产能将提升到10万辆/年，

年产值预计可达50亿元。

据了解，除了此次下线的320E和300E电动车外，2015年

还将有四款新产品投产，该基地主要覆盖河南、山东、河北等

低速电动车主销市场，销售渠道主要以区县直供为主。

力帆股份常务副总裁关锋金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320E电动车最高时速达60公里，市场售价4至5万元之间；该车

型基于力帆同款汽油轿车标准平台开发，按照乘用车标准进行

设计。 自今年9月份重庆工厂生产的电轿320E上市以来，销售

情况很好，今年预计320E将实现1000台以上销量。 2015年公

司将再推出力帆100E、300E两款低速电动车和力帆320EV锂

电版高速电动车等，实现高、低速电动车的产品覆盖。（周渝）

（表）上市券商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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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拟增发15亿H股

中信证券

12

月

28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拟新增发行不超过

15

亿股 （含

15

亿股）

H

股，相当于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

13.62%

及发行后总股本的

11.98%

，相当于不超过

发行前

H

股总股本的

127.30%

及发行后

H

股

总股本的

56.01%

。

本次

H

股发行对象拟为独立于公司、

非公司关联人士的合格机构、 企业和自然

人及其他投资者，发行对象拟不超过十名。

发行价格拟不低于定价日前

5

个交易日公

司

H

股在香港联交所收市价平均值的

80%

。 本次

H

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货币

方式认购。 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包括发

展公司资本中介业务、 跨境业务发展及平

台建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 该事项还需取得股东大会及类

别股东会审议批准并作出相关授权， 且取

得境内、外主管、监管部门的批准。

中信证券表示， 公司的持续转型和战略

的实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合理、有效利

用资本市场平台，通过新增发行

H

股募集资金

是快速、有效实施业务战略的重要和必要手

段。（姚轩杰）

广州浪奇拟定增引入战投广州国发

□本报记者 黎宇文

停牌近三个月的广州浪奇12月29日公

告复牌，公司拟通过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

者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并配套员工

持股计划。 这是继12月初广州友谊公告拟

收购越秀金控100%股权后， 广州国企上市

公司在国企改革背景下，迈出的又一实质性

步伐。

根据公告，公司拟以8.49元/股的价格定

向增发7655.6万股，募集资金约6.5亿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广州国发认购7420.5

万股，浪奇资管计划认购235.1万股。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轻工工贸集

团的持股比例将由35.22%降低至30.05%，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国发将持有公司

7420.5万股股份，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4.22%，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为战略转型提供资本支持

公开资料显示，广州浪奇主营业务日用

化工品制造处于充分竞争行业。 近年来，为

适应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公司不断调整业

务结构， 积极探索绿色日化产业的发展方

向，努力实现公司转型升级。 在民用产品和

工业产品同步推进的前提下，公司积极探索

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力争打造全国最大的

网上化工原料现货交易平台。

公司表示，通过定增募集资金能够有效缓

解公司未来营运资金的需求压力，使得公司业

务转型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得到补充，为推进

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

与此同时，此次定增还配套了员工持股

计划。广州证券通过设立浪奇资管计划募集

资金的方式，以现金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235.1万股，认购金额为1996万元。

浪奇资管计划的委托人为广州浪奇2014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该员工持股计划包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陈建斌、李云、陈

树旭在内的34名员工，认购资金来源为该34

人用于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出资额。

与此前预期不同的是，公司原计划通过定

增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某环保企业及补充流动

资金。 经充分调研论证后，认为标的资产暂未

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

角度出发，决定终止对该环保企业的收购。

业内人士预期，虽然此次增发股份未能同

步收购相关环保资产，但已显示出公司拟通过

资本运作， 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意向，市

场对未来上市公司进军环保行业有一定预期。

国企改革增添发展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战略投资者的

广州国发，是近期由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更名而来。广州国发为同属广州国资委旗下

上市公司广州发展的控股股东，持有广州发

展62.33%的股份。 近期，广州国发还参与了

广州友谊的定向增发，拟出资25亿元认购了

广州友谊2.66亿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根据此前广州市国资委的国企改革总

体思路， 广州将搭建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建

立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从近期各项

布局来看，广州国发将承担起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的职能。”业内人士分析，在广州市国企

改革继续深入的背景下，广州国发的介入无

疑为广州浪奇后续增添更多的遐想空间。

公司表示， 在业务经营和资金情况良好的

前提下，将适时寻找优质项目，通过投资、兼并

重组等形式，增加利润增长点。此次非公开发行

为上市公司未来适时进行资本运作及外延式并

购，积极加入国资改革浪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司同日公告，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

公司现已发行总股本2%的股份。

上市券商业绩情况

恒信玺利拟借壳宝光股份

□本报实习记者 徐洪萍

宝光股份12月28日晚发布重大重组预

案， 通过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恒

信玺利将借壳宝光股份。 公司同时公告，将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4亿元， 用于

业务拓展。 本次重组完成后，宝光股份主营

业务及实际控制人均发生变更。

公告显示，宝光股份拟向李厚霖、恒信

正隆、天津红杉、北京东方诚睿、上海中路5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4.26亿股，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恒信玺利100%股权。 本次购买资产

股票发行价格为7.77元/股。 宝光股份表示，

恒信玺利注入宝光股份后，公司资产、业务

规模均大幅提高，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恒信玺利主营业务为钻石珠宝首饰产

品的研发设计、 组织外包生产及销售，2012

年、2013年及2014年1-11月实现净利润分

别为1.3亿元、1.5亿万元和1.6亿元。 截至

2014年11月30日， 恒信玺利的总资产和净

资产分别为19.06亿元和10.2亿元。恒信玺利

净资产预估值为 33.1亿元， 增值率为

221.55%。 恒信正隆持有恒信玺利59.53%股

份为控股股东，李厚霖持有恒信正隆91.10%

股权，同时持有恒信玺利8.47%股份，李厚霖

是恒信玺利的实际控制人。

同时，宝光股份拟向恒信正隆、北京东

方诚睿、上海中路、李厚霖、北京融昌航非公

开发行股票共计4825万股， 募集配套资金4

亿元，发行价格为8.29元/股。其中，李厚霖出

资5084万元认购， 恒信正隆认购1.19亿元，

北京东方诚睿认购2600万元，上海中路认购

410万元，北京融昌航认购2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恒信正隆成为宝光

股份控股股东， 李厚霖成为宝光股份实际

控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