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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1414家新三板公司去年盈利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虽然股转系统对于挂牌公司的盈利门槛

要求不高，但从目前已经披露年报的挂牌公司

整体情况来看，实现净利润为正的公司家数仍

占绝对多数。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

统计发现，截至4月27日，股转系统共有1613家

挂牌公司公布了2014年年报， 其中1414家归

属于挂牌公司的净利润为正，占比达到87%。

三公司净利飙升百倍

在目前已经披露年报的挂牌公司中，恒

远利废、 卓繁信息和立高科技3家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幅均超过10000%。 这个增速在A

股主板市场极为罕见。

恒远利废年报业绩增速夺冠。恒远利废

是山东一家利废技术装备制造类企业，公司

2014年实现净利润289.8万元， 与去年同期

1.7万元相比，增幅高达16989%。 公司净利

润之所以增幅较快，一方面是因为2013年基

数极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司在2014年获

得超过15万元的非经常性损益。

此外，包括奔速电梯、圣才教育、东方水

利、九鼎投资、中钢机械等在内的55家挂牌

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幅也均超过1000%。以

备受瞩目的“PE第一股” 九鼎投资为例，公

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6.8亿元， 同比增长

120%， 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亿元，同比增长1250%。

2014年IPO重启，九鼎投资随着私募股

权行业逐步走出低谷。年报显示，2014年，公

司所投企业中共有28家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其中5家（众信旅游，飞天诚信，地尔汉宇，

方盛制药，柳州医药）完成国内IPO，2家（嘉

化能源，新联铁）通过并购重组或借壳实现

A股上市，利民化工、爱迪尔珠宝和维力医

疗3家企业已通过发审会审核等待发行，另

有18家企业在新三板实现挂牌。公司推出每

10股转增2.27股的分红预案，成为新三板第

一家股本超过50亿股的挂牌公司。

因为被大智慧并购而广受关注的湘财证

券2014年实现收入20.12亿元， 同比大增

142.2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亿元，同比大增505.65%。这明显高于主板

太平洋、国海证券、西部证券等上市券商。湘财

证券表示，2015年若顺利完成与大智慧的换

股合并重组，公司将成为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

上的互联网券商，业绩上升空间值得期待。

根据Wind统计数据， 在目前已经披露

年报的挂牌公司中，营收规模最大的为南菱

汽车， 公司去年营业总收入超过50亿元；净

利润规模最大的为湘财证券，公司去年实现

净利润7.89亿元。 这些新三板中的 “巨无

霸” ，随着业绩的继续回升，有望继续带领新

三板市值不断扩大。

分化明显 风险伴生

不过，由于股转系统对挂牌公司没有盈

利要求， 部分企业净利润亏损程度也堪称

“惨烈” 。 中搜网络2014年净利润巨亏1.3亿

元，暂列全部挂牌公司中的“亏损王” 。

值得注意的是， 资金对于新三板的竞逐

并非以业绩为唯一指标。 巨亏的中搜网络已

经实现做市转让， 目前股价持续在30元以上

高位震荡。 作为一家掌握着第三代搜索引擎

技术、 个性化微件、 云计算等互联网核心技

术，主营业务覆盖移动搜索、移动社交、互联

网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移动互联网生态型高科

技企业，中搜网络目前市值已经接近40亿元。

另一家IT公司ST激动同样业绩惨淡，

2014年净利润亏损3012万元。 公司作为复

兴旗下的新三板公司， 从今年3月30日起被

股转系统实施风险警示，如今已经“戴帽” 。

不少挂牌公司业绩的亏损与新兴产业市

场本身尚未进入业绩释放期有关。除了前述IT

类公司外，第六元素等石墨烯企业、页游科技

等手游类企业2014年也都没有实现正利润。

这些企业要想进入业绩释放期依然有待时日。

除了业绩风险之外， 部分挂牌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较弱也值得关注。 以2014年“增长

王” 恒远利废为例，公司虽然净利润大幅飙

升， 但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仅为481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0.95%。 公司指出，营业收

入的下降主要原因是2014年受国家经济波

动影响，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低迷造成以工业

固废生产墙体材料的企业普遍限产、停产，新

上项目延迟和缓慢， 甚至出现部分已签订合

同取消的情况，整个2014年恢复到2009年的

市场水平。另外，新开发的大宗固废充填市场

也受煤炭价格下降、铁矿石价格下降影响，在

矿山无利润的情况下，充填市场急剧萎缩。

新三板研究院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分析说，新三板中有不少企业生存于“蓝

海” 之中，不少以TMT为代表的挂牌公司虽

然短期尚未盈利， 但只要相关技术和数据资

源得到挖掘，利润增长空间难以想象。而一些

以传统产业链为生存空间的企业， 即便短期

实现了业绩增长，倘若不抓紧融资转型，行业

天花板已经越来越低，此种风险值得警惕。

后市有望理性回归

在新三板挂牌公司业绩整体表现抢眼

的同时，不少公司股价却出现明显下跌。 4月

27日，三板做市指数再度暴跌6.11%，指数已

经回到1个月之前的水平。 三板成指同样大

跌3.27%，成交量萎缩明显。

安信证券相关分析师指出，健康的市场

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未来资金进入新三板

仍然可以期待。 随着做市商制度的日益完

善，新三板流动性的突破口已经打开，市场

将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不少挂牌公司都希望借助业务拓展赢

得更为广阔的盈利空间。 九鼎投资在年报中

称，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正处于拐点，将面

临较大的发展机会。 2015年，公司在证券经

营业务方面将探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力

争投资几家不同类型的金融类企业（含互联

网金融公司），并参与其运营。

“这将成为不少新三板公司股价的基

石。” 前述分析师表示，监管层曾表态今年推

出分层机制是大概率事件，且证监会已经明

确表态支持公募基金参与到新三板相关投

资，一旦增量资金重新发现新三板这块“宝

地” ，相关公司股价理性回归将水到渠成。

新三板净利润增幅前十名公司

数据来源:� wind资讯 制表：王小伟

中石油首季盈利61.5亿元优于预期

否认与中石化合并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石油（601857）4月27日晚披露一季

报。2015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03.36

亿元，同比降低22.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61.5亿元，同比降低82％；基本每股收益

0.03元。 业内人士认为，在油价同比大幅下滑

的背景下，中石油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

尽管业绩下滑，但受“两桶油” 合并传闻

影响，中国石油股价27日涨停。 公司晚间发布

澄清公告称，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

均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上述传闻

的书面或口头信息。

低油价拖累业绩

低油价成为拖累中石油业绩的最大杀手。

一季报显示，2015年一季度，中石油原油平均

实现价格为48.87美元/桶，同比下降51.2%；受

销售结构变化、汇率波动的综合影响，公司天

然气平均实现价格为6.24美元/千立方英尺，

同比下降0.8%。

面对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国内油气市场

需求低迷带来的冲击，中石油开源节流，主动

适应“低油价”新常态。

分板块看，勘探与生产业务板块仍是中石

油盈利贡献的大头。 一季度，中石油生产原油

2.394亿桶，同比增长3.3%；生产可销售天然气

8,508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7.7%；实现油气

当量产量3.812亿桶，同比增长4.9%，其中，海

外油气当量产量0.489亿桶，同比增长40.9%。

尽管通过降本增效手段，单位操作成本同比下

降3.7%， 但受平均原油实现价格大幅下降等

因素影响， 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润

172.99亿元，同比下降67.2%。

炼油与化工板块努力减亏增效。 一季度，该

板块经营亏损50.65亿元，其中，炼油业务受油价

下跌导致毛利下降影响，经营亏损37.85亿元；化

工业务经营亏损12.80亿元，同比减亏28.96亿元。

销售板块共实现销售汽油、 柴油和煤油

3,771万吨，同比增长10.4%，但受国内成品油

价格下调导致毛利下降影响，销售板块经营亏

损25.91亿元。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一季度实现经营利润

73.55亿元，同比增长428.4%，继续保持较好

的效益增长势头。 其中，销售进口天然气及液

化天然气(LNG)净亏损71.66亿元，同比减亏

49.39亿元。

否认与中石化合并

尽管一季度业绩下滑，但受“两桶油” 合

并传闻的影响，4月27日， 中国石油和中国石

化双双涨停。

当晚， 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相继发布公

告，对合并一事进行澄清。

中国石油公告称，近日,有媒体报道关于

中石油与中石化可能进行重组整合的猜测。公

司对传闻内容非常重视, 并对此进行了核查。

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均未得到

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上述传闻的书面或

口头信息。公司目前无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信息。 中国石化当晚也进行了同样的澄清。

尽管如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最终

是否会出现“两桶油合并” ，但石油天然气体制

改革迫在眉睫，也是今年能源体制改革领域的两

大重要任务之一。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了解，

目前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预计最快今年上半年

出台，或对现行石油天然气体制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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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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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化集团总经理王天普被调查

4月27日晚，中纪委网站消息，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石化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当晚作

出回应称： 中石化集团党组立即召开会议，

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

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

败， 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打

造阳光、廉洁中石化。 全力做好当前工作，确

保企业稳定。（汪珺）

北京银行2014年净利增16%

员工持股计划处于前期研究阶段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北京银行4月28日披露2014年年报及

2015年一季报。2014年，北京银行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56亿元， 同比增长16%；

资产利润率1.09%、资本利润率17.96%，成本

收入比24.65%。2015年一季度，北京银行实现

净利润50亿元，同比增长10%。

截至2014年末， 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0.86%；拨备覆盖率324%，拨贷比2.78%。今年

一季度，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3%。 截至

2014年末，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

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16%、

9.16%、11.08%。

北京银行高层27日2014年业绩说明会上

透露，北京银行计划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目前

处于前期研究阶段。至于北京银行H股上市事

宜，由于股东仍有不同意见，相关各方正在密

切沟通当中。

截至2014年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达到1.52

万亿元，较年初增幅14%，保持了平稳较快发

展势头。 截至2015年一季末，北京银行已开业

分支机构347家。

北京银行方面表示，面对利率市场化进程

加快、互联网金融冲击等挑战，北京银行主动

加快战略转型， 收入结构继续向非息收入倾

斜，业务结构继续向小微和零售倾斜。深化“商

行+投行”经营模式，创新现金管理、供应链和

投行新业务，助推中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银行实现非息净

收入56亿元，同比增长28%，非息净收入占比

提升至15%。 截至2014年末，北京银行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突破1953亿元，较年初增长22%，

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7个百分点。 北京银行

储蓄存款1851亿元，占全部存款比例达20%；

个贷余额1531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达23%。

联想集团2015财年力争抢占23%全球PC份额

□本报记者 傅嘉

在4月27日举行的联想集团2015财年誓

师大会上，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对外透露了多个联想集团2015财年的经营目

标：PC业务将冲击7000万台的销量，达到23%

的全球市场份额； 企业级业务要达到50亿美

元的营业额； 移动事业部将挑战1.2亿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的销售目标，并实现盈利。

业绩再提新目标

上一财年， 联想集团所有产品的销量都实

现了历史新高。 其中，PC达到6000万台，获得同

比8个百分点的增长，连续八个季度位居全球榜

首，尤其是中国区份额实现连续22个季度提升，

达到37%的历史新高； 平板电脑全球销售1200

万台，同比提升26%，比大市高出22个百分点；

智能手机全球销售7600万部，同比增长50%。

在完成并购摩托罗拉移动之后，联想集团

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 与此同

时，联想集团将摩托罗拉品牌重新引进中国。

企业级业务层面，“互联网+” 业务实现了

50%的增长，联想集团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x86

服务器厂商。 在中国，集团的服务器市场份额达

到了21.5%，成为X86服务器市场的冠军。 工作

站业务增长了8%，同样位居第一。集团的云服务

达到了4亿总用户，月活跃用户达7000万。

杨元庆表示，新的财年联想集团将继续执

行“保卫+进攻” 的战略，PC业务仍将以保卫

为主。 他认为，PC业务是联想集团的生命线，

不能有任何闪失。集团的企业级业务要在保卫

和进攻中实现平衡，组织架构调整之后，要充

分利用ThinkSever和System� x共同成长。与

此同时，集团的客户群和渠道能力，可以为企

业级业务带来交叉销售的新机会。

杨元庆表示，新的财年，联想集团的经营

目标主要有：PC业务达到7000万台的销量，冲

击23%的全球市场份额； 企业级业务要达到

50亿美元的营业额， 并且要把之前IBM丢掉

的市场份额夺回；移动业务，在全球挑战1.2亿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售目标，并能实现盈

利；云服务业务要实现月活用户1亿，并且把

互联网服务营业额翻番。

再提经营用户

杨元庆再次强调，联想集团要经营用户。

杨元庆表示， 联想集团过去把客户分为关

系型客户和交易型客户，对交易型客户来说，东

西卖出去，意味着关系已经结束。 当前借助互联

网， 联想有条件不增加太多的成本就把一个个

交易型客户当作关系型客户看待， 联想要想方

设法让用户购买设备，让用户注册联想账号，这

样就可以在所有的联想设备和应用上自由来

往，通过统一账号来实现平台化，并嫁接一系列

活动和优惠等。 通过此方法，去年联想集团的北

美团队已经将注册用户从12%提高到42%。

“变革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每一个

团队的努力之中。 为此，联想集团销售要变，要

打造自己的O2O模式。”杨元庆表示，一方面，联

想集团要大力发展自己的B2C线上销售， 把它

扩展到更多的国家， 在整体销售中占更大的比

重；另一方面，联想集团仍然要重新利用线下渠

道，这样用户无论是线上下单，线下送货，还是

线下看或线上下单，顾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盛华德去年净利增139.19%

盛华德 （831650）4月27日披露2014年年

报。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00.53万元，同

比增长87.18%；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07.73万元，同比增长139.19%。

公司称， 受益于国内三大运营商4G网络建

设、终端客户需求增长、运营网络规划等因素的推

动，公司移动通讯天线需求有所增长。公司积极拓

展国内业务并成立了江苏昆山分公司， 与知名国

际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目前已取得良好开端。公

司升级改建部分生产线， 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一

次合格率。公司建设大型测试远场，为产品的稳定

性提供有力保障。公司继续加强研发投入，提升公

司行业竞争力并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报告期

内公司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6项、 发明专利

证书1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4项。 （任明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净利润(元) 同比(%) 营业总收入（元） 同比（%）

831785

恒远利废

2,898,683.2500 16,989.8115 48,100,581.9700 -10.9494

430256

卓繁信息

4,962,975.2800 12,457.6687 24,936,803.5700 37.0104

831743

立高科技

6,022,740.3800 11,048.0597 126,574,870.0100 60.3087

831605

奔速电梯

8,450,382.1600 9,471.2312 73,241,787.6300 76.4045

831656

中港股份

1,821,765.4700 6,412.7762 52,866,922.0400 9.5954

430126

马氏兄弟

1,589,499.2600 6,300.4860 20,493,461.6000 8.3195

831624

嘉成股份

4,994,896.5100 5,885.3197 70,158,268.5200 -4.9748

831919

科菲科技

7,982,277.3600 5,818.0964 79,266,965.9800 191.3123

830929

幸美股份

16,966,848.6500 5,618.7580 238,276,680.7000 28.4736

831611

圣才教育

652,019.6000 3,414.6595 9,436,991.0700 0.8991

新三板净利润增幅前十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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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能股份

拟定增30亿元投建风电场

因筹划重大事项股票自3月17日起停牌的福能股

份4月27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以9.40元/股的价格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3.19亿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 其

中，22亿元用于7个风电场项目建设，8亿元用于偿还

借款。 公司股票将于4月28日复牌。

据公告， 本次定向增发对象为三峡控股、 外贸集

团、交通集团、福州港务、厦门路桥、上汽投资、嘉实基

金、方正富邦、长源纺织、平安资管。 其中，外贸集团系

福能股份现有股东（持股5.36%）福建天成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 外贸集团拟以现金3亿元认购3191

万股。 三峡控股拟以现金10亿元认购1.06亿股。

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莆田大蚶山等7个风电

场项目及偿还借款。福能股份表示，风电场项目的投产

有利于强化公司的核心业务，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比重，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偿还借款有利于降

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财务抗风险能力。

定增预案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电力

投运总装机容量3,180.50MW，项目储备资源丰富，风

力发电在建、筹建项目装机规模约447.50MW，正在进

行前期测风和开发的风电项目储备装机规模超过1,

000MW；热电联产筹建项目装机规模96MW，正在开

展前期调研论证的项目装机规模约2,720MW。

公司称，将抓住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发展机遇， 做强做大电力

主业。（王锦）

海康威视与浙江省公安厅合作

4月27日， 海康威视与浙江省公安厅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视频监控与智

慧警务相关领域的技术与应用研究， 促进相关技术与

研究成果在浙江省各级公安机关进行推广和应用。

双方将在“科学布建理论研究和科研项目” 、“共

同开展实战应用技术研究与平台建设” 、“共建联合实

验室， 开展科研项目合作” 、“开展人才培训和视频警

务应用交流” 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浙江省公安厅将利用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领域的

技术优势和公安视频监控规划建设经验， 与海康威视共

同开展前端科学布建的理论研究， 为全省各地公共安全

防控体系的科学规划与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同时，浙江省

公安厅所属浙江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将与海康威视在技

术研究、项目建设、申报国家和公安部相关项目和课题开

展深度合作。基于浙江省公安厅、地市及区县基层公安部

门的实战需求， 海康威视将发挥其在数字安防领域的品

牌、技术、人才、资金、服务等优势，共同参与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院校及研究院的视频图像全警应用的研究，基于

视频图像结构化、云存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共同做

好各级公安机关警务实战应用功能实现与推广。

“联合实验室”项目将浙江省公安厅在公安科技领

域的研究资源和行业资源等优势与海康威视的软硬件设

备和技术相结合，选择适应关键科研项目，共同开发新技

术和新产品。 同时， 基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

题，浙江省公安厅网警总队将联合海康威视共建“嵌入

式” 系统安全技术实验室，破解新技术应用中遇到的网

络安全问题，力争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高晓娟）

万邦达

遭实际控制人减持5%股份

万邦达4月27日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王氏家族成员胡安君于4月27日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3675.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均

价为33.30元。

本次减持后，胡安君持有公司股份740.32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 王氏家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696.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87%，王氏家族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欧阳春香）

闽发铝业拟募资6亿加码主业

闽发铝业4月27日晚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 公司

拟以不低于21.76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282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发行费用）不超

过61363.20万元。其中，36602.68万元投入年产40万平

方米节能环保高性能铝合金建筑模板生产建设项目，

24760.52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 公司目前主要经营建筑铝型材及工业

铝型材业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将投

资于铝合金建筑模板项目，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节能、

环保、高性能建筑用铝模板，有利于衔接和延伸产业链

和产品链， 将首发募投项目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有机衔接，发挥内部协同效应，从而增加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任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