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企跨境并购嫁接转型新动力

“到欧洲去！ ” 2014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重心实现了从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向欧洲的战略转移。 到了2015年，中国企业“到欧洲去” 的势头有增

无减，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2月，我国对欧盟非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

同比大幅增长9.5倍。 近日中化集团巨资收购意大利老牌轮胎制造商倍耐力便

是这一战略转移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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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蜂拥而至 股期齐奏“牛市和弦”

就在股市投资如火如荼之时， 期货市场以独有的方式为A股进行曲奏起

“和弦” 。 虽然商品期货遇冷，但股指期货却成为最火爆的品种之一，近期开户

数量大增，持续带入增量资金。 此外，还有一部分期货投资者，通过股期映射来

捕捉期货品种概念股的投资机会。

并购重组带来外延式业绩提升

641家公司预告首季业绩 过半料同比增长

□

本报记者 于萍

万邦达7日率先披露一季报，公司

一季度业绩同比增长376.21%。据中国

证券报记者统计，目前两市已有641家

A股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有超过

半数的公司业绩实现同比增长。 并购

重组所带来的外延式增长成为不少公

司业绩提升的重要动力。

并购助推业绩提升

4月后，上市公司进入一季报及年

报披露高峰期。 从预约安排看，4月底

通常是一季报集中披露时间。 作为两

市首家披露一季报的公司， 万邦达交

出一份靓丽的答卷。 公司一季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3.93亿元， 同比增长

209.38%；实现净利润9665.62万元，同

比增长376.21%。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目前共有

641家A股公司公告一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业绩预增、扭亏公司分别为286

家和37家，此外还有47家公司续盈。 如

果按照续盈公司中有一半实现业绩增

长估算，在已披露一季报预告的上市公

司中过半公司业绩将实现同比增长。

拓展经营范围、实现转型升级是不

少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增重要原因。统计

显示， 在已披露的一季报业绩预告中，

有11家公司预计一季度业绩增幅将超

过10倍， 并购重组所带来的业绩提升

成为推动公司盈利增长重要动力。

以顺荣三七为例， 公司预计2015

年一季度盈利9000万元至9700万，同

比增长16649.71%至17952.46%，是目

前一季度业绩预增幅度最高的公司。

2014年， 顺荣三七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工作，收购三七互娱（上海）科技

有限公司60%的股权， 从2014年12月

起将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后，公司主

营业务已由单一的汽车塑料燃油箱制

造转变为生产制造与现代文化创意并

行的双主业。网络游戏业务营业收入成

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三七互娱2015年

第一季度净利润约为1.45亿元至1.55亿

元之间，合并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700万元至9300万元， 从而

推动顺荣三七整体利润大幅上升。

同样，金龙机电预计一季度盈利1

亿元至1.1亿元，同比增长5340.10%至

5884.11%。 公司业绩增长的原因除微

特电机订单上升外，2014年10月公司

完成无锡博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甲艾马达有限公司并购重组， 新增

两家子公司也对盈利有所贡献。

事实上，2014年并购市场交易活跃，

不少公司进行资产收购或重组，或完善产

业链或进军新行业。 如今，外延式扩张的

成果已开始在部分公司业绩中有所体现。

从一季报预告看，明家科技、海翔药业、

冠福股份等公司均由于完成收购或资产

重组，使公司盈利能力提升，一季度业绩

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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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

专家称有望撬动万亿元基建投资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

群发展规划》。这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

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

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对于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

镇化道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规划》立足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实

际，积极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扣协

同发展主线，突出重点合作领域，注重体

制机制创新，坚持开放合作发展，明确了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

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

放合作示范区、“两型” 社会建设引领区

的战略定位， 以及到2020年和2030年两

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专家认为，《规划》获批，也使资本市

场迎来利好，预计将撬动超过万亿元规模

的基建投资。

明确六大重点任务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

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

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国土面积约31.7万平

方公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

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也是实施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

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

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规划》 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

务。一是城乡统筹发展。坚持走新型城镇

化道路，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

地位，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

等重点轴线，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

局，促进省际毗邻城市合作发展，推动城

乡发展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围绕提高

综合保障和支撑能力， 统筹推进城市群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水利、能源、信息等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互联互通和现

代化水平。

三是产业协调发展。依托产业基础和

比较优势， 建立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机

制，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建设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 发展壮大现代农业基地，有

序推进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

体系。

四是共建生态文明。着眼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共同构筑

生态屏障，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

五是公共服务共享。以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为重点， 全面加强教育科技、

医疗卫生等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文化繁

荣，联合开发人力资源，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

六是深化对外开放。把握全球化趋势

和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大力实施开放带

动战略，共建开放通道和平台，推进国内

外区域合作，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加

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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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发布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规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职业年金制度。《办法》明确，单位缴费按照个人缴费基数的8%计入本

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个人缴费直接计入本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 职业

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按规定计入职业年金个人账户。

制图/韩景丰

两融杠杆真的“有毒” 吗

□

本报记者 王栋琳 蔡宗琦

A

股市场始于

2014

年末的“任性”上涨

引发各方对“杠杆上的牛市”的担忧。 在多

家券商融资融券业务被查的背景下，近期

两融余额依然攀升至

1.5

万亿元高点，市场

再次开始讨论“杠杆”是否“有毒”的话题。

事实上，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和优

势，杠杆是不可或缺的。 应对两融业务的

作用和影响进行客观评价，对其健康发展

进行中长期规划。 切勿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中国这样一个年轻市场上的两融杠杆。

证监会组织的多次现场检查结果总

体情况说明，到目前为止两融业务发展较

为平稳。同境外市场融资融券交易额平均

占每天市场交易额比例约为

20%

左右相

比，直到

2014

年初，中国市场该比例仅为

7%

左右，目前该比例平均为

15%

，与境外

市场接近。 融资余额占市值比例为

2.8%

，

处于较低水平。

从具体业务指标看，两融业务发展较

为稳健。

首先，从两融杠杆水平看，目前普遍

不高。针对两融的监管政策可谓严苛。虽

然政策明文规定融资融券保证金比率不

得低于

50%

，按照监管部门解释，“当融资

融券保证金比例为

50%

，且担保物全部为

现金时，融资融券杠杆比例达到最大倍数

三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当日止损、

标的限制、风控比例等一整套制度约束限

制融资融券业务的杠杆水平。券商出于风

控考虑普遍将这一比率调高至

60%-

80%

，再加上股票等计算抵押时还有相应

打折，在融资融券市场上融资杠杆大约能

达到

1:1

的水平。

其次，尽管规模发展迅速，但两融市

场总体风险可控。截至

1

月下旬，融资融券

担保品市值达

2.7

万亿元。 融资融券客户

平均维持担保比例一直高于

200%

， 低于

150%

的客户数量只占

0.5%

， 业务及客户

投资风险总体平稳。

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 在

1

月

19

日上

证股指大跌

7.7%

当天， 两融全市场平均

担保比例仍达

238%

， 全天整个两融市场

仅有

30

多人达到强行平仓线（即担保比例

低于

130%

）。 这一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

试”足以证明两融市场风险得到很好的控

制和隔离。

再次，从两融资金投向看，万亿元融

资融券资金主要流向以金融股为代表的

权重股，与市场表现契合，体现以价值投

资为主的特征。

2014

年

7

月以来，融资买入

资金流向证券类、银行类、保险类主板股

票合计

1.9

万亿元， 占全部融资买入金额

的

22.1%

。 说明融资融券资金主要流向估

值较低的蓝筹金融股。

事实上，在成熟市场，资本市场使用

杠杆非常普遍。 在部分市场，类似于融资

融券的业务早在

19

世纪便已出现，是市场

发展中绕不过的一项基础业务。从海外市

场发展经验看，包括两融业务在内的杠杆

业务是把双刃剑。

从正面效果看，融资融券业务推出

首先大幅提高市场流动性，特别是在市

场走牛时为市场注入新鲜的资金血液。

其次， 这一制度完善了价格发现功能，

欧美等资本市场成熟的国家发展经历

证明，（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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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频创新高

多基金提前结束募集防风险

“好主题、好产品，全国疯抢，原定发16个工作日，临时缩减至只发

2天，今天5点系统关闭，切勿错过。 ” 上海某大中型基金公司的微信公

众号日前发出这样一条消息，原定于募集半个月的该公司旗下混合型基

金在基民的申购热情下不得不提前结束认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销售

渠道了解到，该只基金在募集第一天突破50亿份规模后，该公司紧急决

定，电话通知各渠道注意控制规模。 但是，到第二天下午系统关闭时，规

模接近80亿份。

A04�海外财经

美股一季度盈利或两年来首降

美股最新财报季将拉开大幕，分析师预计受美元大幅升值和油价下

跌等因素影响，标普500企业上季度盈利可能出现2012年底以来的首

次同比下滑。 十大行业板块中，金融板块预期表现最好，盈利增速有望

达到两位数；能源板块预期最差，盈利可能同比下滑60%以上，创有史

以来最大跌幅。

A09�公司新闻

30新股盛宴开席

PE携手影子股“颜值”暴增

最新一批30只新股将从4月中旬陆续申购， 业内预计融资额度为

170亿元附近，而冻结资金或达3.7万亿元，创下本轮IPO重启以来的最

大规模。在令二级市场资金面承压的同时，潜伏新股之中的一众PE开始

迎来盛宴开席的巅峰时刻。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则可以在新股申购和A

股“影子股”中捕捉本轮IPO带来的最新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