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宿科技去年业绩增一倍

网宿科技2月25日晚发布的2014年业绩快报显示，2014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5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00%；基本每

股收益为1.54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2.63%； 净资产收益率为

35.30%，比上年同期上升11.34个百分点。

公司表示，2014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视频、游戏等应

用快速发展，政、企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推进，从而推动CDN、IDC业

务市场需求持续上升，公司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同时，公司持续

推进服务能力及整体运营水平的提升， 关注新产品、 新技术的研

发，不断积累行业解决方案。（姚轩杰）

佰利联去年业绩增167.82%�

佰利联2月25日晚公布业绩快报称，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20.63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9.77%；净利润6314.06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167.82%；基本每股收益0.33元。

佰利联称，2014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及基本

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均出现较大比例上升， 主要是由于公司主导

产品钛白粉产销量增加及原材料价格下降， 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

上升所致。（李香才）

深基地B参投文莱油服基地

深基地B2月25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决定与一家新加坡企业

组成联合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共同参与文莱国际油气服

务基地项目投标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公告， 文莱计划在文莱大摩拉岛建设国际油气服务基地

项目并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计划占地50公顷 （约750

亩），一期计划占地35公顷（约526亩）。项目将由文莱政府机构指

定的当地企业和中标方组成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设计、建设、投资

和运营，经营期限为25年。

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处理该项目投标过程中的相

关事项， 在项目中标的前提下授权管理层参与该项目的股权投资

及项目建设及运营等具体事宜， 并根据公司拟在项目中的股权比

例，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投资不高于2.36亿元人民币的范围内参与

项目建设。（姚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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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油改方案制定中 最快上半年出台

“三桶油” 格局生变惹猜想

□本报记者 汪珺

针对近日外媒报道的中石油、中石化合

并传言，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2月25日对媒体

回应称，内部未听说此事，对传言不做评价。

不过，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石油

天然气体制改革是今年我国能源领域改

革的重要事项之一， 相关改革方案已在

研究制定中，最快有望今年上半年出台。

改革会否撼动“三桶油” 格局尚无定论，

但必将为整个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吹

来新风。

合并暂未确认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经济

顾问们正在对石油石化行业各种可能的

整合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 一种方案是将

中国石油集团与中国石化集团合并；另一

种方案是考虑将另外两家主要能源公司

中海油总公司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进行

合并。

或是受此消息影响，中国石油２月25

日开盘上涨近4%， 最终报收11.23元，涨

1.35%；中国石化开盘上涨近5%，最终报

收6.09元，涨3.40%。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25日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并未对合并一事予以确认。

他回应称：“第一，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听说

过这个事。第二，我们的原则是对传言不做

评价。因为是外媒传出来的，他们可能有自

己的信息源，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

尽管如此，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确为今年能源体制

改革领域的两大重要任务之一，另一项任

务是电力体制改革。 据相关人士透露，目

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正在牵头

编制改革方案。

“预计改革方案最快今年上半年出

台，会对现行石油天然气体制产生重大影

响。 ”一位国有石油公司内部人士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透露称。

“石油公司之间的重组， 国内看加大

竞争是方向， 国际看加大竞争实力是方

向。两者如何平衡，工作重重，如何防止混

乱，推动需要小心。 似乎从前年底开始，政

府开始摆脱‘大企业依赖症’ ，制度设计

取向更强调未来国际布局需求。 ”中国石

油大学教授刘毅军表示。

体制改革信号渐强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以来，石油天然

气体制改革的信号愈来愈强烈。

2014年6月1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

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

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 会上，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

车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

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

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 建立健全能

源法治体系。 ” 习近平同时强调，要“积

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抓紧制定电力体制

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启

动能源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 ”

2014年11月，《人民日报》又发表题

为《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三大问题》的

文章，指出，要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

验，推进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文章指出，

推进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需要解决好三

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

油气资源配置方面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

政府与国家石油公司的关系；三是如何处

理石油资源收入与国民福利的关系。

在上述国有石油公司人士看来，现行

石油天然气行业存在一定问题。 如：“三

桶油” 既承担了一部分国家石油公司的

职责，同时又是市场化主体，在经济效益

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冲突；“三桶油”

旗下子公司在国外油气区块竞争中存在

一定恶性竞争，如何避免这种竞争，同时

又防止形成更大程度上的垄断；国家石油

管道公司是否会单独成立。

“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涉及行业的整

盘棋局， 并不等同于石油公司之间的合

并，但也可能会打破现有‘三桶油’ 的格

局，最终如何改，还看改革方案。但有变化

总是好事，我们期待变化的到来。”该人士

总结称。

专利纠纷和解

歌尔声学将与楼氏合作

歌尔声学与MEMS麦克风产业开拓者楼氏长达20个月的专利

纠纷终于尘埃落定。 歌尔声学2月25日晚公告称， 公司同楼氏就

MEMS麦克风相关专利诉讼达成协议，双方就之前所有未决的专利

诉讼达成全球性和解；双方化敌为友，并计划开展深层次商务合作。

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不仅包括楼氏提出的歌尔声学销售到

美国的MEMS麦克风封装侵权案件以及歌尔声学提出的楼氏

MEMS麦克风封装侵权案件等一系列诉讼，还包括双方在MEMS

麦克风专利组合方面的交叉许可。

歌尔声学和楼氏还宣布，双方将开始业务合作，以进一步加强

双方在MEMS麦克风封装方面的领先优势。 基于商务保密条款，

双方均未披露关于协议的其他细节。

楼氏和歌尔声学都是全球重要的MEMS麦克风设计与制造

商。 歌尔声学表示，同楼氏相关诉讼事项结束，有利于公司减少相

关诉讼管理费用支出； 同楼氏达成专利诉讼和解和业务关系的建

立，有利于公司MEMS麦克风业务竞争力提升，能够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康书伟）

科大智能去年业绩增7倍

科大智能2月25日晚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 公司2014年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6.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4.5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7688.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04.64%；基本每

股收益0.53元。

公司表示，2014年度， 公司不断加大对配用电自动化业务的

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配用电自动化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

一定增长，同时配用电自动化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也有所提高；

公司实施完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合并了新增全资子公司上海永

乾机电有限公司2014年4-12月的经营业绩。

2014年度 ， 公司总资产为17.5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2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88亿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111.43%。（姚轩杰）

银河激光2014年业绩预亏

银河激光 （430589）2月25日公布2014年业绩预告，经

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14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预计亏

损110万元至200万元。 2013年，银河激光净利润亏损24.3万

元。 2014年亏损额较2013年相比有所扩大。

银河激光表示， 公司激光信息转移膜生产线搬迁及环保设

备运行不稳定，导致公司激光信息移膜生产线费用增加，生产量

减少，毛利率偏低，使公司2014年未能实现整体盈利。 现搬迁工

作和环保设备升级工作已完成，预计2015年激光信息移膜生产

线将实现正常生产，企业盈利状况有望好转。（李香才）

出境游快速增长 高景气度望延续

旅游类上市公司加快布局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据国家旅游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15

年春节期间， 出境旅游人数同比增长约

10%， 延续2014年出境旅游快速增长态

势。 出境旅游的快速增长是当下旅游市场

的最大亮点，锦江股份等上市公司加快在

出境旅游方面的布局。

同时，2014年以来， 旅游行业整体景

气度特别是传统景区景气度得到快速提

升，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也随之快速反弹。

业内人士分析，在多重利好因素的推

动下，2015年旅游行业高景气度有望得到

延续。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出境旅游

国家旅游局表示，2015年春节期间出

境旅游继续高速增长，汇率利好、签证放

宽、消费环境改善等有利因素，进一步激

发了中国游客春节期间出境旅游消费的

热情。 “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 数

据显示，2月18日至24日，出境游人数（不

含港澳地区）达到518.2万人次，同比增长

约10%。 据统计，春节团队出境游首要目

的地仍是泰国，日、韩、东南亚等近程目的

地热度不减，赴澳、美的远程线路也现大

幅增长。

春节期间出境旅游的靓丽数据是

2014年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的延续。在2月9

日举行的2015年全国旅游市场工作会议

上，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披露，2014年，

我国出境旅游人次首次突破1亿人次大

关，达1.07亿人次，增长19.49%。

一些休闲度假型的旅游项目成为出

境旅游的新亮点， 邮轮旅游尤其引人注

目。 同程旅游发布的《2015年春节出境游

需求趋势报告》显示，已预订2015年出境

游的旅游者中，预订邮轮产品的占比近三

成，同比有四成多的增幅。 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国内邮轮第一股” 渤海轮渡

旗下豪华游轮“中华泰山号” 于去年年底

开始以上海为母港运营，2015年春节期

间，中华泰山号推出路线为“上海-仁川/

首尔-济州-上海”的5天4晚之旅，运行状

况良好。

部分上市公司也加快海外布局的步

伐。锦江股份1月14日晚公告称，公司将在

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收购主体，购入

拥有卢浮酒店的卢浮集团100%的股权，

最终交易价格预计在9.6亿欧元至12.1亿

欧元之间(人民币70.4亿至88.7亿)。中原证

券指出，收购卢浮酒店后，公司将抓住中

国的出境游浪潮，以及中国游客对中端酒

店、经济型酒店的选择偏好，并联合旅行

社及第三方（如携程、艺龙等）开发适合

的旅游产品，积极引入客源，努力提升卢

浮酒店的入住率水平。

景区上市公司业绩显著反弹

境外旅游持续火爆的同时，国内旅游

市场也实现稳步增长。 在旅游各子行业

中， 传统景区客流量的复苏尤其明显。

2014年， 峨眉山旅游人数达到287万人

次，增幅28.4%；黄山旅游人数达到297万

人次，增幅8.2%；武陵源旅游人数达到314

万人次，增幅10.5%。

景区景气度的恢复带动相关上市公

司业绩大幅反弹。以峨眉山A为例，公司近

日发布的2014年业绩预增公告显示，预计

2014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17130万元至20500万元， 同比

增长50%至80%。 公司称，2014年，公司一

手狠抓成本费用控制，一手狠抓网络营销

服务体系建设，旅游人次得到较快恢复。

高铁通车有望为2015年景区景气度

的提升和上市公司业绩的反弹带来持续

的动力。 据峨眉山景区资料，2014年成绵

乐客运专线开通以来，峨眉山景区的游客

比上年同期明显提升。 根据四川省旅游局

数据，羊年正月初二和初四九寨沟分别接

待游客人次1.23万和1.82万， 同比分别提

升11.56%和65.4%； 正月初四峨眉山、乐

山、青城山分别接待游客人次3.04万、4.19

万和 2.21万， 同比分别提升 10.87% 、

32.96%和10.5%。

市场人士分析指出，我国正处于旅游

二次普及的加速阶段，其主要是沿着高铁

线，并逐渐向纵深渗透和扩散，因此，高铁

沿线的旅游资源价值将显著提升。除峨眉

山外，相关受益上市公司还有：黄山旅游

（京福高铁，2015年7月通车）、 桂林旅游

（贵广高铁，2014年底通车）、 三特索道

（受益多条高铁陆续通车）。

休闲景区、免税店、旅行社等旅游子行

业2014年也表现亮眼。 在已经公布2014年

年报和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中国国旅净

利同比增长12.32%， 丽江旅游净利同比增

长20.48%， 腾邦国际净利同比预增20%

-50%，宋城演艺净利同比预增12%-25%。

旅游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在2014年旅游行业景气度实现快速

恢复提升的背景下，市场人士指出，受多

重利好因素的影响，旅游行业的高景气度

有望在2015年得到延续。

首先，签证政策放宽、多国汇率走低

等因素有望使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的势头

在2015年得到延续。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已与近90个国家缔结了各类互免签证协

定，与39个国家签订了53个简化签证手续

协定，积极争取到了37个国家和地区单方

面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待遇，8个国家

和地区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中

国旅游研究院在 《2014年中国旅游经济

运行分析和2015年发展预测》中指出，预

计2015年出境旅游人数1.35亿人次，同比

增长16.8%。

其次，2014年下半年以来， 国家先后

颁布多项促进旅游行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

施，特别是今年1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

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

分解表》，对旅行社、景区、免税店、邮轮等

多个子行业的发展进行规划， 并提出时间

进度表。 市场人士分析，2015年旅游扶持

政策的持续出台有望得到延续， 而政策的

兑付必将对相关上市公司带来持续利好。

再次，信息技术的进步将推动旅游行

业向纵深层次发展。 中信证券指出，随着

信息技术的普及，智慧旅游已成为行业发

展的新方向。 国家尤其强调门票信息平台

的建设，门票信息平台的建成将极大推动

售票信息化，利好行业规范化发展。

多地将污染治理列为重点工作

环保板块将迎来多重政策利好

□本报记者 郭力方

羊年开市第一天，环保板块迎来“开

门红” ，全天涨幅达1.86%，领先于其他板

块。其中，水务板块表现抢眼，巴安水务和

洪城水业均涨停。 市场分析认为，这与预

期已久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

十条” ）出台进入倒计时有关。事实上，环

保行业迎来多重政策利好，在刚刚结束的

地方两会上，众多省市纷纷下调今年GDP

增长目标， 将节能减排纳入政府绩效管

理，凸显各地对治污减排的重视。

多重政策力推治污

过去一年，环保行业政策层面平淡中

略带波澜，各细分板块公司依靠过去的政

策红利运行相对平稳。 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今年1月底， 在A股发布业绩报告和

预告的24家环保类公司中，5家公司预计

2014年全年净利润同比下滑，多数公司净

利润同比增幅均在50%以内。

尽管业绩略显疲态，但自去年下半年

开始，市场对于环保行业的良好预期开始

升温。 对于依赖政策推动成长的行业，从

中央到地方接力出台的政策文件不时给

行业及市场打上一剂“强心针” 。

工信部网站2月25日消息称，2015年，

我国将开始实施新的环保法和排放标准，

相当部分钢铁和水泥企业不能满足要求，

钢铁企业达标排放吨钢环保投资需增加

13%、运营费用约增加200元。

有券商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大气污染治理如今进入“深水区” ，

而钢铁、水泥和有色等众多“两高” 行业

碍于企业经营困境， 环保改造一直推进

困难。但随着政策对于“节能减排作为经

济结构调整主抓手” 的意图再度明确，这

些难啃的“骨头” 有望在新年度开始见

成效。

近期地方两会也与上述中央政策意

图形成呼应。 据记者梳理，从目前各地两

会召开情况来看， 解决大气污染治理、水

污染治理等环境污染治理依然是今年的

重点工作之一。 除长三角、京津冀等传统

环境治理重点区域外， 西北地区的甘肃、

青海，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等地在两会

上明确提出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重点流

域治理、饮用水源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

均为重点治理领域。 江苏省、安徽省已出

台地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明确要

在2015年实现空气中PM2.5年均浓度下

降5%左右， 天津市再次将雾霾治理列入

“一号工程” 。

“水十条”成重头戏

不过，在上述研究员看来，作为国家

级的一项重磅政策，“水十条” 的不日出

台最受市场关注，这项政策对于环保行业

整体成长的推动力也最强劲。

业界普遍指出，“水十条” 对于行业

发展的最有价值的意义是其所框定的未

来水污染治理的投资需求上，这直接关系

到企业所能分羹的“蛋糕” 将有多大。 据

测算，“水十条”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投

资需求将达2万亿元。

对此，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

长王洪臣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2万元的“治水” 投资将涉及新建

污水处理设施、 既有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管网建设及村镇污水处理四大块，具

体所涉及的投资需求包括： 新建污水处

理设施投资规模为3500亿元， 既有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投资3000亿元， 管网建

设建设至少需要投入5000亿元， 村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需投2000亿到4000亿

元。 另外，越来越受政策方重视的污泥安

全无害化处置，预计投资规模将达500亿

-600亿元。

上述研究员指出，尽管2万亿元市场

“蛋糕” 诱人， 但如果单靠政府财政投

资，缺乏市场内生动力，其治理效果或很

难达到预期。 鉴于此，相关部门去年开始

着力推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环保等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PPP模式。 这一

模式如果在新年度顺利展开， 将彻底打

开水治理领域的成长空间， 也将让具备

资金和商业模式优势的涉水公司迎来业

绩爆发期。

京津冀将建城际铁路网 “造福” 整车及零部件制造商

□本报记者 汪珺

京津冀将从2015年开始建设城际铁

路网。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十年将迎来以

各省为主导的城际铁路大投资，从而给铁

路整车以及零部件制造商带来利好。

2015年， 北京市将以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为重点，推进三省市间的交通街接。

重点研究、 逐步解决京津冀区域城际铁

路网、市郊铁路网、城市轨道交通网、高

速公路网、 国省干线网的合理交通分担

和有效衔接问题，编制《北京、天津铁路

枢纽总图规划》、《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市市域(郊)铁路网规划》。北京市重大办

相关负责人称， 京津冀地区可能产生城

际列车、市域铁路，形式类似目前我国珠

三角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的城际轨道交通

网络。

在“四纵四横” 高铁干线布局基本

完成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省份正将轨

道交通投资的注意力集中到城际铁路建

设上。 2014年上半年，《环渤海地区山东

省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调整）》获批。

前不久，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规划也

浮出水面。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十年将迎来以各

省为主导的城际铁路大投资，成为除高铁

外另一重要投资领域。 在此过程中，铁路

整车制造商和相关零部件制造商将最先

获得利好，如整车制造商中国南车和中国

北车，零部件制造商晋西车轴、天马股份、

时代新材等。

青山纸业否认收购项目存环保问题

2月25日晚，青山纸业就媒体报道发布澄清公告称，公司配套

发电厂5号锅炉近期存在超标排放， 而公司拟收购的两家公

司———肇庆科伦、安阳华森，未曾因拒绝环保部门大气监督检查、

废弃物处置不当和偷排而被相关部门处罚情形。

媒体报道称，“上市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风险排行榜”公布数

据显示，2015年1月底以来， 公司配套发电厂5号锅炉排口因氮氧

化物超标排放连续三周上榜。 青山纸业承认，自2015年1月9日公

司启用5号备用锅炉以来，确实存在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情形。 按照

国家新的环保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从1500毫克/立方米

下降到200毫克/立方米，导致公司原先处于备用状态的、符合排

放标准的5号锅炉无法达标。 2015年1月上旬，公司6号锅炉按计划

实施年度检修和局部技改，启动了备用5号锅炉，导致该炉氮氧化

物和烟尘超标排放。

今年初，青山纸业曾经发布重组公告，拟收购两公司股权以及

相关技术。媒体报道称，肇庆科伦曾因拒绝环保部门大气监督检查

而被处以1万元罚款， 安阳华森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因废弃物

处置不当和偷排而被相关部门处以3万元和8万元的罚款。 对此，

青山纸业予以了否认，“经咨询，肇庆科伦未曾因拒绝环保部门大

气监督检查而被处罚， 安阳华森未曾因废弃物处置不当和偷排而

被相关部门处罚情形。 ”（刘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