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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销科技：新三板制度下的资本弄潮儿

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批复， 自2015年2

月25日起， 上海易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1114.

OC）股票由协议转让变更为做市转让。作为挂牌新三

板不到半年的企业，易销科技一方面受益于实名制认

证和移动转售的国家产业政策红利，另一方面更得益

于新三板得天独厚的制度红利。 据公开资料显示，易

销科技在挂牌后已完成两次定增，共募集资金6450万

元用于扩大产能和补充全国扩张所需的资金。

易销科技成立于2005年， 是一家拥有30余项专

利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创业团队于2012年成功

研发出便携式“电子营业厅Mini终端” ，并于2014年

研发出第二代“电子营业厅微终端”———可全面解决

电信服务业在社会渠道接入手机号卡业务的难题，在

电信运营商与中小社会渠道之间建起便捷、规范的桥

梁，开创了“通信小店+Mini终端＝便利型营业厅”

的商业模式，获得工信部、通信管理局及三大电信运

营商的高度重视。 2014年8月易销科技登陆新三板挂

牌，成为上海市普陀区第二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当年

11月，自主申报并经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指导办公

室考察后成立了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并由此获得

上海科益达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随着在新三板成功融资和打破产能瓶颈，易销科

技旗下合作商户数从2014年3月的1182家跃升至

2015年1月的4100家。新的一年公司将在北京、山东、

福建等地新设分公司面向全国推广，2015年底有望

达到2.0~2.5万家。 在战略规划上， 易销科技制定出

“一套渠道（电信渠道）+两套牌照（移动转售和金融

服务）” ， 将进一步依托服务于海量渠道用户和高速

增长的渠道预存资金，积极布局移动转售和互联网金

融业务，2015年将迎来业绩拐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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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惠程出清长春高琦股权

深圳惠程2月24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控股

股东吕晓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将所

持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18%的股权

转让给吕晓义， 转让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4.46

元，转让总价款为7835.02万元。 本次转让长春

高琦18%股权， 公司预计增加合并口径投资收

益约800万元。

深圳惠程原持有长春高琦51%股权，2014

年11月23日，深圳惠程将长春高琦33%股权转

让给吕晓义，本次18%股权转让完成后，深圳惠

程将不再持有长春高琦股权， 吕晓义将持有长

春高琦84.63177%股权。

长春高琦主要从事聚酰亚胺新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聚酰亚胺是一种耐高温高强度的高

性能聚合物，可应用于环保、军工、能源、微电子

等领域。 对于此次转让的原因，深圳惠程表示，虽

然聚酰亚胺产品应用领域广泛， 市场前景看好，

但目前技术和工艺还不完善， 市场对聚酰亚胺

产品和价格的接受程度不理想， 短期难以完全

克服，长春高琦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预计在今后

一段时期内长春高琦将持续亏损。（李香才）

博腾股份

拟2.6亿元收购东邦药业

博腾股份2月24日晚间公告， 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丁荷琴等5人所持东

邦药业 100%股权， 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

26376.16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2.6亿元。

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1.6亿元，按照发行价

格58.82元/股计算， 合计发行股份272.0161万

股，以现金方式支付1亿元。

同时，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拟向不超

过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6500万元，配套资金扣除承销费后的

净额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公司股票2

月25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表示， 随着药政监管的深化和药品质

量标准的提高， 涵盖非GMP中间体、GMP中间

体乃至原料药的垂直一体化定制研发生产服务

逐渐成为行业发展趋势，以往专注少数环节的医

药定制研发生产企业正谋求通过并购重组延伸

产业价值链，为客户提供更广范围的定制研发生

产服务，以此抢抓业务机会、提升盈利能力。

东邦药业为博腾股份长期合作的定制原材

料供应商， 两公司主营业务均为医药定制研发

生产业务，在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营、市场营销、

客户资源、研发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本次

交易完成后， 博腾股份将以东邦药业为承接非

GMP中间体定制研发生产业务的主体之一，使

现有生产运营体系更加专注于高附加值的

GMP中间体的定制研发生产业务，形成涵盖非

GMP中间体和GMP中间体的一体化定制研发

生产服务体系。 （李香才）

三板块年报业绩“暖洋洋”

创业板公司担纲先锋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在经济增速下滑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部

分行业内上市公司年报业绩表现却“洋洋” 得

意。Wind统计数据显示，在目前已经公布2014

年可比财务数据的700余家上市公司中， 非银

金融、生物制药和部分电气设备类企业频现净

利润增幅排行前30强榜单，三大行业内部分龙

头公司“扬” 眉吐气迹象尽显。 在这其中，与创

业板指数不断创出新高形成呼应的是，创业板

公司的业绩回升趋势明显，部分中小市值公司

的业绩高弹性表现显著。

非银金融企业表现抢眼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24日，两市

发布2014年年报的公司已经接近180家，另外

加上500百余家公司发布业绩快报或者业绩预

告，具有净利润可比数据的公司累计为704家。

其中，459家公司净利润出现了同比增长，占比

超过65%。

从行业分布来看，非银金融、生物制药和

部分电气设备公司频现净利润增幅排行前30

强榜单，显示以这些公司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在

2014年业绩增长表现强劲，行业内部分其他尚

未披露年报或者业绩快报的公司财务数据有

望跟随回升。

非银金融成为其中最大亮点。 光大证券、

太平洋、安信信托、东吴证券等公司业绩增幅

都在180%以上。 这表明，除了因为成交量暴增

导致券商业绩回暖之外，信托业也搭乘了本轮

“金融腾飞” 之风。 以安信信托为例，公司2月

10日披露的年报显示， 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18.09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4亿元， 同比增长

266%。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安信信托表示，信

托业务全年呈继续增长态势，固有业务稳步推

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毛利率持续高企，

2014年金融信托业务毛利率超过76%。

作为抗周期板块， 部分生物制药公司业绩

表现显眼，明显优于其他防御性品种。 其中，亚

太药业、三精制药、上海莱士、沃华医药等医药

类公司净利润增幅都超过200%。以通过外延式

并购实现业绩跳跃的上海莱士为例，公司2014

年营业收入13.20亿元， 增长165.88%， 净利润

5.11亿元，增长255.27%。2014年度，上海莱士实

现对郑州莱士及同路生物的并购重组， 完成了

资源整合，成为国内血制品行业的新龙头。

由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不振， 周期性行业

业绩遭遇低谷，但部分子行业仍然表现抢眼。

从目前公布财务数据的公司来看， 电气设备

行业有望成为周期性行业中的排头兵。 温州

宏丰、隆基股份、鼎汉技术、恒顺电气等公司

净利润增幅均在180%以上。 温州宏丰净利润

增幅超过500%，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

库存材料影响下降； 恒顺电气净利润增幅

188%，主要是公司转型升级，新增机械成套

装备业务所致。

创业板公司一马当先

与节前二级市场中创业板指数连创新高

形成呼应的是，创业板公司净利润的回升幅度

明显超过主板以及中小板企业。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 在两市净利润同比

增幅前十位的公司中， 创业板公司占据4席，分

别为东方财富、 联建光电、 温州宏丰和天舟文

化。显示出无论是重资产的制造业，还是轻资产

的文化产业，创业板公司的业绩弹性有所释放。

东方财富成为创业板公司业绩飙升的领

跑者，全年3213%的净利润增幅在目前公布财

务数据的所有A股公司中一马当先。 公司2014

年实现净利润1.66亿元，主要是受益于资本市

场的持续回暖和活跃，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大幅增长； 另外受2013年及2014年度预收收

入持续增长的影响，2014年度确认的金融数据

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业板公司业绩回升的

因素中，外延式并购成为重要路径之一。 以天

舟文化为例， 公司业绩快报显示，2014年净利

润1.2亿元，同比增长500%，其主要原因就来自

于并购标的的合并报表。2014年5月，天舟文化

开始合并子公司神奇时代，新增了移动网络游

戏业务，使得业绩出现同比大幅上升。

周期行业上演“御寒大战”

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在目前发

布可比财务数据的700余家上市公司中， 部分

上市公司业绩表现较为清淡。 由于缺少外延式

并购和内生性增长的新动力， 不少公用事业

类、汽车零部件、传媒、通信等上市公司净利润

变动幅度在正负10%以内。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部分周期类行

业2014年经营状况陷入萎靡。 一方面，产能过

剩成为这些企业的共有关键词，导致企业既有

业务陷入严冬；另一方面，不少企业没有做好

转型升级的准备，御寒乏术之下，导致业绩遭

遇滑铁卢。

化工行业成为“领跌者” 。 赤天化、华昌化

工、安阳科技、金利科技等化工类公司净利润降

幅都超过400%。以赤天化为例，公司2月10日发

布年报，2014年年度经营业绩由盈转亏，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5.7亿元。 年报

显示，随着天然气价格逐年上涨，公司气头生产

装置面临严峻考验； 同时氮肥产能过剩的形势

更加凸显，导致产品价格严重下滑且持续低迷。

纺织服装类企业也成为业绩下滑名单中

的“常客” ，步森股份、泰亚股份、美欣达等公

司净利润降幅均超过100%。 步森股份业绩快

报显示，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4.8亿元，同比下

滑26%，净利润为-1.04亿元，下滑1820%。 公

司所处服装行业整体形势不断恶化，终端市场

销售疲软，加上电商的持续冲击，步森股份的

客户订单持续减少，自2011年上市以来，迎来

首个业绩告亏年度。

此外，以栖霞建设为代表的房地产板块、以

金瑞科技为代表的有色金属行业也在告急，

2014年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 业内人士分析指

出，周期性行业此前“跑马圈地” 的粗放式增长

时代正在终结，不少行业或将步入调整阵痛期。

不过，危局之中或也存在机会，不少低迷

行业内企业并购重组明显提速。 仍以步森股份

为例，公司此前卖壳转型农业公司梦暂告段落

之后，2月以来又开始停牌。 投行人士预计，主

业低迷之下，通过重组实现“困境反转” 的公

司在2015年有望增加。

春节档电影票房有望达19亿元

多家影视上市公司抢“红包”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据粗略统计，截至2月23日，今年春节档5天

全国电影票房累计达到15亿元， 已经超越去年

春节7天的票房。 业内人士表示， 加上2月24日

（大年初六）、2月25日（大年初七）两天，今年

春节7天电影总票房有望达到19亿元，同比增长

33.5%。

目前，《天将雄师》票房累计达到4亿元，名

列第一，《澳门风云2》、《狼图腾》、《钟馗伏

魔》3部电影票房也都超过2亿元， 相关投资方

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宋城演艺、万达院线等公

司有望收获业绩“红包” 。

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爆

《天将雄师》、《爸爸去哪儿2》、《澳门风

云2》等七部国产电影连番定档大年初一。 尽管

今年春节档期票房会出现大的井喷此前已有预

期，但2月19日票房就达到3.63亿元，创历史新

高，还是让人吃惊。 “这相当于平日周末1亿多

元票房的3倍， 超过北美地区的当日票房数，成

为全球单日票房总量冠军， 可见中国电影市场

的火爆。 ” 保利院线一位影院经理告诉记者。

此外，2月20日的2.84亿元、2月21日的2.9

亿元的票房成绩，都将此前因《变形金刚4》上

映而创下的单日2.65亿元的票房纪录甩在身

后。 纪录被刷新的背后， 是国人观影习惯的演

变、国产电影质量提升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效果。

多位电影业内人士指出，近三年来，贺岁档逐步

被春节档替代，春节7天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

部分单月票房总量， 很多片方会把最优质的电

影放在春节假期上映。 而国人在春节假期的生

活方式，除了走亲访友，看电影已经成为很多家

庭的重要选择， 这也是春节档票房屡创新高的

主要原因。

据中国电影票房吧粗略统计， 截至2月23

日，全国电影春节档累计票房达到15亿元，已经

超越去年春节7天14.23亿元的票房。 业内人士

预计，2月24日（大年初六）、2月25日（大年初

七）两天的电影票房可达到4亿元左右，今年春

节7天的电影总票房有望达到19亿元，同比增长

33.5%。 艺恩咨询的数据显示，春节这一周电影

票房的排行榜中， 中国大陆超过北美成为全球

电影票房周冠军。

多家影视公司迎业绩增长

从7部国产片的票房表现来看， 截至2月23

日，《天将雄师》 票房累计达到4亿元， 名列第

一；《澳门风云2》票房达到3.4亿元，居第二位；

《狼图腾》票房达2.4亿元，位列第三；《钟馗伏

魔》票房为2.3亿元，居第四位；《爸爸去哪儿2》

票房达1.5亿元，为第五名；《冲上云宵》票房达

9000万元，居第六位；《爸爸的假期》的票房为

6400万元，排在末位。

在排片方面，《天将雄师》、《澳门风云2》

排片率达到20%左右， 为第一梯队；《狼图

腾》、《钟馗伏魔》、《爸爸去哪儿2》3部电影

排片率在10%-15%之间， 为第二梯队；《冲上

云宵》、《爸爸的假期》 的排片率在10%以下，

为第三梯队。

多位电影界人士认为， 华谊兄弟参与投资

发行的《天将雄师》有望拔得头筹，预期票房在

8亿元以上，最高可能达到15亿元，超过《泰囧》

成为华语片票房冠军。 招商证券认为，若该片最

终票房达到10亿元左右，加上1月份上映的综艺

电影《奔跑吧，兄弟》票房超过4亿元，华谊兄弟

一季度业绩有望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博纳影业投资的《澳门风云2》延续了去年

春节期间上映的《澳门风云1》的辉煌，票房或达

到10亿元级别。 而宋城演艺参股公司大盛国际、

光线传媒等联合出品的《钟馗伏魔：雪妖魔灵》，

中影股份和阿里影业联合投资的《狼图腾》，不

少影院经理预估票房都可能达到5亿元以上。 上

述公司在一季度都有望收获业绩大“红包” 。

不过，两部“爸爸” 系列影片正面冲撞，同质

化严重，难以复制去年《爸爸去哪儿1》大电影的

7亿元票房。 特别是由《爸爸去哪儿1》原班人马

拍摄制作的《爸爸的假期》票房遭遇滑铁卢，6天

票房仅为6000万元，不及去年的零头。 业内人士

分析，《爸爸2》 达到3亿元以上的票房可能比较

困难，《爸爸的假期》 票房最多可能超过1亿元。

这对两部电影的投资方乐视影业、华录百纳来说

并不是好消息。 据悉，《爸爸的假期》 投资达

7000万元，票房超过1.5亿元才能收回成本。

沙钢集团拟转让55.12%沙钢股份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沙钢股份2月24日晚间公告， 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沙钢集团与自然人

李非文、刘振光、黄李厚、李强、王继满、朱峥、刘本

忠、燕卫民、金洁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沙

钢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8.6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12%），

上述自然人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上述自

然人与沙钢集团之间亦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及

关联关系。 公司股票2月25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公告， 此次协议转让价格为每股5.29

元。 停牌前，沙钢股份股价收于6.35元/股。 此次

股权转让前，沙钢集团持有沙钢股份75%股份，

转让后持股比例降至19.88%。不过，本次股权转

让不会导致沙钢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沙钢集团不排除在未来6个月内继续减

持沙钢股份的可能，并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发生

因沙钢集团主动减持而导致沙钢股份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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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A股将迎解禁高峰

西南证券日前发布报告称， 按1月23日收

盘价计算，3月份90家A股上市公司合计限售股

解禁市值为3805.86亿元，为2月份近3倍，单月

解禁市值为2013年8月以来的最高。 其中，中国

交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市值为1266.42亿

元，占比33.28%。 报告认为，上市公司业绩不

佳、或价值高估的股票，遭到套现的可能较大。

3月份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的公司有31

家，比2月份的25家增加6家。 股改限售股份、定

向增发机构配售等非首发原股东部分涉及的公

司有60家。 其中， 股改限售股解禁的公司有2

家，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解禁的有37家，股权

激励限售股解禁的有20家，追加承诺限售股份

的有1家。

报告统计，3月份有27家创业板公司的限

售股解禁，合计解禁市值为471.86亿元，占当月

解禁市值的12.4%，为创业板2015年年内最高，

也是自创业板成立以来最高。 解禁股数占解禁

前流通A股比例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慈星

股份、蓝英装备、裕兴股份，解禁市值最高前三

家公司分别为慈星股份、三六五网、蓝英装备。

3月份有32家中小板公司的限售股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为678.17亿元， 占当月解禁市值

的17.82%，为中小板2015年年内单月解禁市值

的第二高，也是2013年6月份以来的最高。 解禁

股数占解禁前流通A股比例最高的前三家公司

分别为森马服饰、京威股份、克明面业，解禁市

值最高前三家公司分别为森马服饰、京威股份、

首航节能。

西南证券认为，上市公司业绩不佳、或价值

高估的股票， 遭到套现的可能较大。 90家公司

中，慈星股份、山东钢铁、厦工股份、茂硕电源

2014年三季报亏损。 卡奴迪路、尤洛卡、海南瑞

泽2014年三季报业绩同比大幅下滑。卡奴迪路、

尤洛卡、海南瑞泽、美邦服饰年报预减。 山东钢

铁、茂硕电源、慈星股份年报预亏。（李香才）

威华股份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威华股份2月24日晚间公告， 公司2月9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广东威华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赣州稀土集团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

定》的书面文件。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未获通

过。 2月15日，公司接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对手方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回复。 2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做出

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定。 （戴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