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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聚焦“
强军梦”

许继智能去年业绩增长174.26%

军工成今年国企改革重点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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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临近，“强军梦” 有望成为
两会关注焦点之一。 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
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战略指引下，国
防军工行业的改革料将加快推进：军工领
域的事业单位改制已经启动，两会后将初
步确定分类名单并上报；国企改革的顶层
方案也有望在两会后出台，军工作为2015
年国企改革的重点，军工各集团改革也将
加快。

“
强军梦” 提升到新高度
中央高层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开创军
事外交新局面， 围绕实现国家外交战略、
安全战略，加强军事外交整体设计。 今年1
月份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
略纲要》。《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 规划
总体思路》日前也获得国防科工局原则通
过，提出坚持军民深度融合，努力构建中
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努力推进
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发展由跟踪研仿向自
主创新转变。
军费开支将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焦
点之一。 我国仍处于军费恢复增长期，政
治、 军事局势将驱动我国军费保持增长。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开始， 中国开始
“补偿性发展” 的军费增长策略，军费保
持每年12%-20%的涨幅， 至2014年增加
至8082亿元。 不过，我国国防预算占GDP
的比重远低于美国、英国等国，近几年均
维持在2%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3%)。
随着中国国防政策从和平政策转为
积极防御， 对军备的支出需求将持续增
加。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撑更大规
模的装备投入，未来几年的高增长确定性
较强。中信建投军工和机械行业首席分析
师冯福章预计， 最晚到2016年能够实现
军费突破1万亿元的规模。
军费投入的持续增加将带来武器装备
建设的大发展。 根据国外国防发展的重心
变化和中国目前装备配备的情况， 申银万
国分析师认为， 未来中国国防装备发展的
重点集中于航海、 航空、 航天和信息化建
设， 集中体现为舰艇制造、 运输能力提升
（大运/大客/直升机）、航空发动机产业发
展、信息化提升（数据链/北斗导航）。

军工上市公司业绩分化
各军工集团陆续交出了2014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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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 ，其中中国电子集团成绩亮眼。
中国电子集团2014年实现净利润27.6亿
元，同比增长59%。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中国电子集团2015年将继续推进重组
整合。
中国电科集团2014年实现利润总额
128亿元，同比增25%，计划2015年继续实
现20%利润增长。 航天科技集团2014年利
润同比增11.4%，2015年将稳妥推进军工
事业单位改革，积极应对军品竞争性采购
“
新常态” 。 航天科工集团2014年利润同
比增12%， 航天防务产业发展态势喜人。
中航工业集团2014年利润总额与去年持
平， 资产证券化率达60%，2015年计划实
现利润总额增长3.6%。
中船重工集团2014年实现利润总额
约104亿，同比微增，承接合同金额同比增
14%；2015年将强力发展非船产业， 扎实
推进深化改革与资本运营。 中船工业集团
2014年实现利润总额约23亿， 同比翻两
番，军品收入占比约16%。
具体到上市公司， 业绩分化情况严
重。 A股29家国防军工类上市公司中，已
有18家发布了2014年年报或者业绩预告。
其中，7家预增，5家扭亏，3家预减，3家首
亏，8家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
增长率超100%。 新兴的航空航天、电子、
新材料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迅速，而
传统的重型汽车、纺织产品类军工公司则
亏损严重。

年报/业绩预告摘要
增长160%以上
净利润约4577.71万元
净利润15149.68万元
增长40%-55%
净利润约1221.56万元-3053.91万元
净利润38302.99万元
净利润约-25000万元
净利润约-14200万元
净利润约-49825万元--29700万元
净利润约500万元~900万元
净利润约2700万元~4000万元
净利润约5500万元
净利润5031.88万元
净利润约352.83万元-882.07万元
净利润约16519万元-19061万元
净利润4120.58万元
净利润约3022万元-4316万元
净利润24643.39万元

振芯科技以428.21%的净利润增长
率居首。 振芯科技2014年营业收入4.07
亿元，同比增长56.14%；归属于母公 司
股东的净利润5031.88万元， 同比增长
428.21%。 振芯科技表示，公司围绕高性
能集成电路、 北斗导航终端销售及运
营、视频图像安防监控等业务继续加大
市场拓展力度，元器件、北斗导航应用
和视频图像安防监控的销售实现较大
幅度的增长。
业绩增长的军工上市公司主要集中
在三类：一是以中航动力、博云新材等为
代表的航空航天类公司； 二是光电股份、
海特高新、四创电子等电子类公司；三是
广船国际、上海佳豪、亚星锚链等船舶类
公司。
处于传统的重型汽车、纺织产品行业
的中航黑豹、航天通信等公司，则出现了
较大幅度亏损。中航黑豹预计2014年净利
润亏损1.42亿元，同比下降903%。

军工成今年国企改革重点
2015年国防工业改革将会继续推动
军工国企的整合， 继续提升证券化水平，
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科研体制改革可能将
进入政策配套、实质推进阶段。
有分析称，国企改革的顶层方案有望
在两会后出台。军工作为2015年国企改革
的重点， 预计军工各集团改革将加快，军
工集团改革将成为2015年重要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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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国企改革大背景下，各大军
工集团纷纷加快了集团改革步伐。 中国兵
工集团2014年7月提出大力推进无禁区改
革。 2014年A股市场南通科技、闽福发A
的两起重要的“民转军” 并购事件，则开
启了中航工业集团、中航科工集团资产证
券化的新路径。
中航工业集团有望成为军工资产整
合的领跑者。 中航工业集团资产证券化率
为30%左右，资产整合的空间较大。 从中
航工业各个分子公司来看，核心业务的整
合平台都已明确。
中国船舶集团资产整合的阻力最
小。 中船集团下属单位以企业为主，涉及
到事业单位改制的事项较少， 相对以事
业单位为主的其他军工集团而言， 整合
的难度最小。
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资产
证券化率分别为10%和24%，资产整合的
空间较大。 但由于集团旗下优质资产集中
于事业单位，所以后期的改制仍存在不少
的法律规范方面的障碍。
2010年兵器集团按照军民融合、产
研融合和专业化整合的思路对子集团进
行了整合， 但后期的资产整合并未见到
实质性动作。 2006年以来，电子科技集
团的资产证券化的实现路径更多的是依
赖于IPO，譬如2008年的卫士通、2010年
的 海 康 威 视 / 太 极 股 份 、2011 年 的 杰 赛
科技。

鸿博股份暂停互联网彩票代购业务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鸿博股份2月26日晚公告，公司无纸化
彩票代购业务从2015年2月25日开始暂时
停止，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2014年， 鸿博股份无纸化彩票代购
业务产生的净利润占归属上市公司的净
利润比例高达78.13%。 业内人士指出，此
次暂停虽然对2014年业绩不一定构成影
响，但如果暂停时间较长，而鸿博股份又
未积极应对， 将对公司2015年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

彩票无纸化业务受阻
根据鸿博股份披露，2015年2月25日，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体育总局关于切实落
实彩票资金专项审计意见加强体育彩票管
理工作的通知》。 受该通知以及财政部、民

政部、体育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擅自
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的影响，部分省级彩票管理
中心从2015年2月25日起暂停接受互联网
彩票销售订单。 因此，公司无纸化彩票代购
业务从2015年2月25日开始暂时停止，具体
恢复时间待定。
鸿博股份表示，目前，公司暂停无纸
化彩票代购业务对2014年年度报告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
产生的净利润占2013年和2014年归属上
市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比 例 分 别 为 22.58% 、
78.13%（未经审计）。 由于目前尚不明确
此次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的恢复时间，故
目前该事项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
据了解， 鸿博股份从2009年开始在彩
票无纸化业务方面发力。2014年上半年，公

司彩票无纸化业务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该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5.35%，占公
司 2014 年 上 半 年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为
27.75%。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彩票无纸化业
务销售渠道，通过与中国银联、福建联通以
及天涯社区的合作， 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彩
票无纸化业务市场的影响力。

互联网彩票整顿发力
近年来互联网彩票高速增长。2014年，
巴西世界杯激发大众对互联网彩票的热
情， 互联网彩票销售规模增幅超过100%，
远高于彩票整体市场的增长速度。 有数据
显示，2014年互联网彩票销售额达850亿
元，较2013年销售规模翻番，增长102.4%，
互联网彩票增长幅度远超彩票整体市场发
展速度，市场份额首次超过五分之一，已成
为推动彩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过，互

联网彩票快速发展的同时，信息不透明、彩
票造假等诸多隐患显现出来。
根据1月中旬财政部、民政部和体育总
局联合下发的通知，代购、代销、合买、网站
直接销售和客户端直接销售等形式， 都被
定义为彩票销售机构擅自委托网络公司进
行销售的行为。 25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
通知中要求， 坚决纠正违规通过互联网销
售体育彩票行为， 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
行整改。
实际上， 网售被叫停已经影响到相关
公司的股价。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500万彩票
网2月25日暴跌22.37%，收于9.96美元。 美
国5家律师事务所先后宣布， 将对500彩票
网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展开调查。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彩票互联网化是
大势所趋，随着监管层对行业的整顿，将有
利于龙头公司的发展。

南纺股份收购南京证券股权比例待定
□本报记者 刘兴龙
2月26日晚， 南纺股份针对刚刚披露
的重大资产重组发布了补充说明公告。 南
纺股份表示，截至公告日，公司正与南京
证券全体股东就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进行持续论证、沟通，所有有意向的股东
尚需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后方可与公
司签订重组正式协议。 因此，目前尚无法
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具体

范围及拟发行股份购买的南京证券股权
比例。
南 纺 股 份 在 2 月 26 日 公 告 的 停 牌 进
展公告中披露，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南京证券
之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以及其
他四名股东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南京农垦产业（集 团 ） 有 限 公 司 、 南
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紫金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

协议》。 上述五名股东合计持有南京证券
43.38%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市场关注度较
高的凤凰股份，虽占据南京证券二股东
之位，却暂未加入这次重组。 凤凰股份
早 在 2012 年 就 以 2.95 元 的 单 价 获 得 控
股股东所持南京证券股权，成为其第二
大股东。 凤凰置业向公司控股股东凤凰
集 团 购 买 其 持 有 的 南 京 证 券 1.48 亿 元
股权 （占南京证券总股本7.876%），转

让价格为4.36亿元，即每股2.95元。 交易
完 成 后 ， 公 司 将 持 有 南 京 证 券 1.98 亿 元
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10.537%，为第二
大股东。
市场人士指出， 按照南纺股份的最新
公告内容理解，目前收购仍处于论证、沟通
阶段， 持有南京证券43.38%股权的五名股
东已经签署协议同意转让， 不排除凤凰股
份等其他股东在经过沟通之后加入股份转
让行列的可能。

广州发展与沃德福天然气采购谈判延期
□本报记者 刘兴龙
2月26日晚， 广州发展发布公告称，目
前，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和沃德福液化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
就《液化天然气购销协议》进行谈判，并预
期难以在《谅解备忘录》确定的锁定期到
期日2015年2月28日前达成一致。 经协商，
双方同意将《谅解备忘录》中的锁定期延

长至2015年8月31日或双方书面同意的其
他更晚的日期（“
终止日” ）。
广州发展与沃德福的合作， 曾经被看
作是公司解决气源问题， 进而大力发展燃
钥匙” 。 然而，从最新公告来看，
气业务的“
双方的谈判并不顺利。
此前，2014年9月24日，燃气集团与沃
德福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广州发展拟在
25年内每年采购100万吨LNG。 该《谅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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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的签署，意味着广州发展正式开展国
际市场天然气采购业务。 广州发展高管层
表示，公司拟在2015年2月28日签下采购合
同，争取拿到价格比较合适、有市场竞争力
的气源合同。
市场人士透露，2014年以来，LNG价格
大跌导致中国长协进口合同出现问题，这
也可能是燃气集团与沃德福迟迟无法在谅
解备忘录期限内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2013年1月，亚洲LNG(液化天然气)现货
价格曾高达17.25美元/mmbtu (百万英热)。
不过，受需求增长放缓、供应大量增加和国际
油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亚洲LNG现货价格
已经跌至逾四年来的最低点。 2015年2月中
旬的数据显示，亚洲LNG现货市场的价格仍
然在继续下挫，已经跌破7美元/mmbtu。 以
亚洲的进口重要买家日本为例， 当前交付日
本的LNG价格约为6.8美元/mmbtu。

许继智能（831396）2月26日公布2014年年报。 2014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亿元，同比增长13.53%；实现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5.96万元，同比增长174.26%；基本每股
收益0.34元。
许继智能主要从事智能配用电产品和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销售。 公司位于许继电气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 由于许继电气
为国内电力设备主要供应商之一，该地区已经形成电力设备供
应领域的产业集聚优势。
公司表示，短期内计划成为中西部地区智能低压配电细分
行业的龙头企业。 公司将进一步提升集成创新能力，优化设计、
关注细节，进一步提升产品工艺水平，全方位提升产品性能和
品质。 公司还将继续推进标准化和模块化设计，提高标准化设
计能力，以标准化的产品促进品质的提升，并提升公司生产效
率。 （李香才）

华谊兄弟去年业绩增五成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华谊兄弟2月26日晚发布2014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23.8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8.57%； 净利润为
8.9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12%；每股收益0.73元。
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电影《私人订
制》、《前任攻略》、《撒娇女人最好命》、《微爱之渐入佳境》取得
较好的票房成绩；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业务收入增加，第四季度业
务拓展迅猛，陆续签约多个新项目，取得品牌授权费，提高了该业
务板块利润贡献；实现对广州银汉科技有限公司合并报表，互联网
游戏业务发展良好，大幅超额完成净利润目标；电影院业务发展良
好，取得较好的票房收入，首年实现电影院事业部税后盈利；电视
剧、艺人经纪与相关服务呈稳定发展态势，同浙江卫视《奔跑吧，
兄弟》栏目的合作，开拓了与电视台新的合作模式；出售所持北京
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取得投资收益。

宋城演艺去年业绩增近两成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宋城演艺2月26日晚披露的2014年度报告显示， 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9.35亿元，同比增37.78%；净利润3.61亿元，同比增17.11%；
每股收益0.65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5元现金红利。
公司预计2015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0%-60%， 盈利6992万
元至7990万元。
公司称，2014年宋城演艺所做的三亚、丽江、九寨沟项目都实
现了非常好的盈利，前期基础投资费用已经消化。 2015年，三地项
目将进入高回报期。 宋城演艺在杭州大本营的景区2015年将会进
行改造升级。 公司参股的电影公司大盛国际以及自己设立的宋城
娱乐，未来将在影视娱乐、综艺节目等方面发力。

爱尔眼科去年净利增38%
□本报记者 李清理
爱尔眼科2月26日晚发布2014年度业绩快报。 经初步核算，
2014年公司实现收入240,204.76万元，较2013年增长21.01%；实
现营业利润42,941.11万元，较2013年增长34.0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0,891.10万元，较2013年增长38.22%。
爱尔眼科业绩高速增长得益于盈利医院数量的持续增加，规
模效应的不断凸显，净利润增速高出收入增速17个百分点，公司
发展已步入成熟阶段。 从细分业务来看，公司通过创新举措，白内
障和视光事业部得到快速发展。
2014年，通过公司、产业并购基金新建或并购的双轮驱动发
展模式，爱尔眼科加快了医院连锁网络的布局，旗下医院已增加到
70余家。 同时，爱尔眼科顺应国家医疗改革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
适时推出合伙人计划，吸引更多专家医生的加盟。为做大做好视光
业务，公司牵手湖北科技学院成立“爱尔眼视光学院” ，专门为公
司培养视光人才。

比亚迪去年净利降两成
□本报记者 谢卫国
比亚迪2月26日晚发布业绩快报称，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收
582亿元， 同比增长10.26%； 实现营业利润-1.98亿元， 同比下降
286.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8亿元，同比下降
20.82%。 2014年度公司总资产达940.58亿元，同比增长20.56%。
公告称，2014年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有所下滑， 市场竞争激烈，
给公司传统汽车销量及盈利带来一定压力。新能源汽车作为公司汽
车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销售于年内实现大幅增长，集团新一代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秦稳居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手机部件及组
装业务方面，随着全球智能手机金属外壳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及新客
户项目的量产，2014年公司金属部件产品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与快速增长的ODM业务一起带动了公司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成
长。 太阳能业务方面，受海外市场“
双反” 政策和持续下滑的产品价
格影响，盈利仍然大幅受压，给集团整体盈利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宏图高科拟收购万威国际
□本报记者 刘兴龙
2月26日晚，宏图高科发布公告称，公司就收购卖方持有的万
威国际股份事宜签署《股份买卖协议》。宏图高科或全资子公司宏
图香港及其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将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股份以及由控股股东向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经公司申请，宏
图高科股票自2月27日起复牌。
协议约定， 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249,756,559元
（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0.2181元）。 向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
将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 以取得万威
国际不少于50.5%股份。
宏图高科介绍，本次收购的目标是进一步丰富公司IT连锁零售
主业的产品线，明确宏图三胞“
新奇特、高科技、互联网” 的市场定
位，快速实现零售业务在中高端市场的布局，以迎合新兴市场对中
高档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对万
威国际的实际控制，万威国际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整
合双方资源，发挥上下游产品、海外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补优势。
宏图三胞此次收购万威国际不仅为宏图三胞引进了新奇特商
品的自有品牌，而且引进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能力，特别是在目前
市场潜力巨大的智能硬件和可穿戴设备方面构建从产品研发到销
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