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编：熊勇宏 美编：王力 电话：

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6

C

■ “新三板” 动态

中房地产称无重组计划

□本报记者 王荣

中房地产5月27日晚发布澄清公告称， 中住地产及

中交集团没有计划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及其他对公

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近期部分媒体及网站发布了关于 “公司与中交地

产合并已经启动，中交地产拟通过A股上市平台来控制

整个地产板块” 等传闻的报道。 公司就传闻向控股股东

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问询，并由中住地产向实际

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问询。

中住地产回复称，近期中交集团正筹划将中国房地

产开发集团公司持有的中住地产100%股权无偿划转至

中交集团全资子公司中交房地产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

中住地产及中交集团没有计划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

组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中住地产及中交集

团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公司称，公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近

期未接待机构调研；经核查，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未发

现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

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并承诺3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富安娜入股浙江跨境电商

□本报记者 汪珺

富安娜5月27日晚公告，为拓展公司电子商务领域、

完善互联网产业链，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250万元溢

价认购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执

御” ）新增注册资本91.8129万元，占新增资后的浙江执

御总股本的5%，溢价24倍。

根据公告， 浙江执御是专注时尚潮品全球销售的跨

境电子商务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化“买得起的时尚与

设计”平台，有效注册用户数达到百万级。 浙江执御建立

了以买手为核心的选品和商品上线流程， 以大数据为基

础的精准营销和智能运营体系。 其旗下的垂直B2C购物

网站Jollychic专注于全球女性时尚消费，精选赋有中国

原创时尚的品牌缔造者合作伙伴， 其核心用户分布于欧

美发达国家。

吉祥航空首秀秒涨停

航空股一二级市场投资热将持续

□本报记者 汪珺

不出市场所料，5月27日“首秀” 的吉祥

航空，开盘即以16.10元“秒涨停” ，涨幅达

44.01%。 吉祥航空是继春秋航空成功IPO后

第二家登陆A股市场的全民营航空公司，这

也是继国航2006年上市近9年后资本市场对

航空股的再次开闸。

业内人士预计，吉祥和春秋的相继上市，

加之航空公司今年业绩的高增长， 有望再次

引发二级市场对航空股的热捧。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注意到， 继2014年多

家民营航空公司获得路条或实现首航后，今

年以来又有3家民营航空公司获得 “准生

证” ，一级市场的“航空热”也在不断升温。未

来航空业一、 二级市场或将继续受到投资者

的青睐，且民营资本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首日涨停意料之中

根据招股说明书，吉祥航空成立于2006

年，是我国较早成立的民营航空公司，目前注

册资本为5亿。 公司大股东为均瑶集团，本次

发行前占公司股权比例为81.02%。 王均金为

实际控制人，其通过均瑶集团及温州均瑶、均

瑶投资及其与王瀚间股权委托管理安排合计

控制公司发行前84.48%的股份。

吉祥航空是中国民营全服务航空的佼佼

者。公司以上海为主基地。 2014年，以航班起

降数量计， 公司在上海两场拥有8.29%的市

场份额，国内航线超过70条，国际港澳台航

线14条。

差异化竞争、 双品牌运营。 吉祥航空以

“领先服务品质、最优成本结构” 为宗旨，通

过优化成本支撑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精

耕中高端公商务及旅游休闲客户群， 并于

2014年上半年设立以白云机场为主基地的

低成本航空九元航空，实现双品牌运营。

公司成本控制良好， 单一机型运营。

2014年公司客运单位成本0.35元， 显著低于

三大航； 公司飞机利用率高达12.31小时，高

于三大航平均的9.58小时； 目前拥有42架

A320系列飞机， 子公司九元航空目前拥有3

架波音B737飞机，各自均为单一机型。

根据招股书，2013、2014年吉祥航空运

输总周转量及旅客周转量年复合增长率分别

达到23.42%与25.83%。 公司2014年实现收

入66.47亿元，归属净利4.2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12%及26.3%。 2015年一季度实现收入

19.57亿元，归属净利2.67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7.6%及163.3%。

此次登陆资本市场， 也是完成了吉祥航

空多年来的夙愿。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总额7.6

亿元，拟用于引进7架A320系列飞机及2台备

用发动机，项目总投资额25.58亿元，拟使用

募集资金7.15亿元。

“事实告诉我们， 企业想要取得更长足

快速发展，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达到产

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因此，公司希望利

用此次IPO的机遇，巩固原有传统优势领域，

不断提升品牌，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公

司更好更快发展。” 在吉祥航空IPO网上路演

活动中，公司董事长王均金如是坦陈。

借力资本市值暴增

翻阅基本资料可以发现， 国内四大航空

上市公司中， 东方航空最早于1997年11月5

日登陆资本市场。 海南航空紧随其后，于

1999年11月25日上市。 南方航空2003年7月

25日上市。 中国国航2006年8月18日登陆沪

市，是四大航中最晚的一家。 而在此后近9年

时间里，再无一例航空公司上市的案例。

2015年， 资本市场对航空股再次开闸，

先后两家航空公司登陆A股， 且均为民营航

空公司。

春秋航空今年1月21日挂牌沪市，截至5

月27日收盘，公司股价已经达到141.22元，距

离21.79元/股的发行价已经上涨5.48倍，公

司市值也由上市时的 87.16亿元暴涨至

564.88亿元。

对于吉祥航空的后市表现， 不少机构也

相当看好。 海通证券预计， 吉祥航空2015、

2016年EPS分别为1.03元和1.50元， 同比分

别增长36%和46%，盈利处于高增长期。基于

公司介于全服务和低成本之间的差异化定

位，公司估值水平应高于传统三大航，但略低

于春秋航空，给予2015年25-30倍PE，对应

合理价格区间为25.75-30.9元。

申银宏源预计，2015、2016年公司盈利

预测分别为1.11元和1.47元，参考春秋航空，

给予公司2015年30倍PE， 对应股价33.3元，

市值189亿。

中金公司分析师沈晓峰认为， 油价全年

低位奠定了航空公司今年业绩的高增长，而

暑运好于春节，三季度业绩更是有望爆发，看

好今年航空旺季的业绩弹性， 也看好明年供

需的边际改善。 目前航空A/H股2015年市盈

率分别为14.6倍和8.5倍，上升空间大。

一二级市场投资热潮涌

2004年民营资本首次获准进入中国民

航业，但十余年后，除了春秋和吉祥两家公司

外，东星、奥凯、鹰联等民营航空公司纷纷遭

遇破产或者转让的命运。

不过，2013年5月， 云南瑞丽航空和青

岛航空的筹建获得民航局批复， 标志着时

隔六年后地方航空公司的设立低调重启。

随着大门打开，2014年以来更多航企拿到

了“路条” 。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

上半年相继有6家航空公司获得经营许可或

批准筹建，分别是云南瑞丽航空、福州航空、

九元航空、青岛航空、南方航空河南有限公司

和龙江航空；下半年，海航系的两家地方航空

公司———乌鲁木齐航空和福州航空分别于8

月30日和10月30日实现首航，国内首家全民

资低成本航空———九元航空也实现首航。

这一趋势在2015年得到延续。 民航局网

站信息显示， 今年以来又有3家民营航空公

司获得“准生证” ，分别是江西航空、云南红

土航空和多彩贵州航空。其中，江西航空由厦

门航空和江西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筹建；

云南红土航空由云南户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自然人唐龙成、云南德丰物流有限公司等

7家实体投资筹建； 多彩贵州航空由贵州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威宁县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筹建。

梳理这些航空公司的股东背景不难发

现，不仅民资大举进入航空业，且来源也是

各种 “混搭” 。 如云南红土航空的7个股东

中，既有物流公司，又有网络科技公司，甚至

有融资担保公司和商贸公司。 民营控股航空

公司正在逐步进入市场，成为市场发展的新

兴力量。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航空业一、二级市

场的投资热情仍将持续，且民营资本将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为投资者带来更

多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增加航空业竞争，推

动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但同时也对航空业

安全监管以及自身的更好更健康发展提出

更高要求。

牵手仁智集团

分豆教育进入培训市场

□本报记者 傅嘉

前期刚刚完成对拳头业务———慧学云平台技术

更新之后，分豆教育（831850）将其在线教育布局

又延伸到一个新的领域。 5月27日，分豆教育在京宣

布，分豆教育将与中国仁智教育集团达成合作，从而

挺进培训市场。市场人士认为，随着云智能平台的全

面推出，分豆教育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培训机构

等领域的多方面布局开始显现轮廓。

据了解， 仁智集团旗下60余个校区分布于山

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后续将陆续引入慧学云

智能教育系统。仁智集团方面表示，目前与分豆教育

的合作已经完成对接， 首个合作项目将从今年暑假

开始在邯郸全面铺开。

分豆教育表示， 慧学云此次推出的针对培训班

机构的是SOS（student� online� school）模式，里

面包含北师大附中、河北衡水中学、天津南开中学、

西北工大附中等16个省市33所顶尖名校的课程资

源，核心功能是诊断系统，通过智能诊断、推送，从而

给出专属的个性化辅导方案。

2014年，分豆教育营收不到3000万元，但利润

达735万元。 公司前期公告称，2015年计划营收做到

1亿元， 利润将达到4300万元；2016年预计营收3亿

元、利润1.5亿元。 这意味着接下来两年公司需保持

约3-5倍的增速。

分豆教育董事长于鹏表示， 分豆教育的第一代

产品慧学院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销售， 实际上只卖

了半年，当时主要是以学生版为主。随着分豆教育在

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以及培训机构等领域布局的完

成，接下来在业绩方面势必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于鹏同时透露，根据相关公告，分豆教育将于6

月1日起启动做市，随后将启动规模达6亿元的新一

轮定增融资计划。

■ 记者手记

中石化完成换帅

□本报记者 汪珺

5

月

27

日上午

9

时，中国石化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北京

东二环的港澳中心酒店举行。 这个原定于

5

月

7

日召开的股

东大会，由于领导层的变更而被推迟了

20

天。 尽管时间发生

变更，但中国石化管理层人员在大会现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公司的战略方向不会发生改变，混合制改革仍将持续

推进。

近年来，中国石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集团旗下各板

块的专业化重组和分拆上市、销售公司混合制改革等。中国石

化会否延续此前大刀阔斧的改革风格，是当天“围堵”股东大

会数家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当天上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 并没有出现新任掌门人

王玉普的身影。中国石化工作人员对媒体解释称，这是因为股

东大会选举过后， 王玉普才能正式成为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因此，从理论上说，王玉普可以不参加此届的股东

大会。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傅成玉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也

使得此届大会成为了一次董事长“缺席”的股东大会。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目前中国石化旗下销售公司的混

改仍在进行之中，至于未来赴港上市的问题，由于销售公司董事

会还在组建之中，上市谜底需等董事会组建完成后逐步揭开。

由于油价下跌等影响， 今年一季度中国石化实现净利润

16.9

亿元，同比大幅下滑

87.5%

。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股东大会

现场了解到，公司的高成本库存基本消化完毕，目前中下游板

块经营情况较好，上游业板块也在积极采取降本增效的手段，

二季度公司业绩将有较好改善。

5

月

27

日晚， 中国石化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董事

会决议公告， 选举王玉普为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聘任李春光为总裁；聘任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张海潮、焦

方正为高级副总裁；聘任王新华为财务总监；聘任雷典武、凌

逸群、江正洪、常振勇、黄文生为副总裁。 聘任黄文生先生为

董事会秘书。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11

票，均无反对票

和弃权票。

投资者期待，换帅后的中国石化继续推进改革，为股东带

来更丰厚的回报。

精达股份子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线

□本报记者 刘兴龙

精达股份5月27日晚公告称，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前海精锐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精融汇” ，目

前各项基础和配套软硬件设施已具备上线

条件，经试运行，将于2015年5月28日正式

上线。

精达股份表示， 公司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平台通过与多种金融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 不同于传统电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市场

定位，专注于服务金融弱势群体，为小微企业

等金融弱势群体搭建便利的互联网投融资服

务平台。

精达股份认为， 本次金融服务平台的正

式上线，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宽在金融服务

领域投资范围，提升企业形象，加快公司发展

战略落实的步伐，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

的利润增长点。

精达股份2014年年底曾公告称，拟和

深圳市华睿普达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共

同出资3000万元， 组建深圳市前海精锐

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其中公司出资

2000万元，占66.67%股份。 金融服务公司

成立后，将着力打造有多种金融机构参与

的互联网投融资平台，重点服务以小微企

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群体及其他金融弱

势群体。

东材科技与复旦大学战略合作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东材科技5月27日晚公告称， 控股子公司太湖金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平板显示工程研究

中心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就新型光电材料和光学

膜应用于平板显示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研发。

根据公告，2015年合作重点为开展轻量化、薄型化、高亮

度、低能耗液晶显示背光模块光学膜技术开发，后续合作研发

重点将逐年商讨确定； 双方合作研发取得的知识产权归双方

共同所有；双方联合进行合作领域内各类国家、省部级科研项

目和成果奖励申报工作； 双方将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成果产

业转化，新技术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由双方共享，享有比例根

据具体项目情况而定。

高新兴拟近13亿购入两公司

□本报记者 王荣

高新兴5月27日晚发布重组预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收购创联电子100%股权和国迈科技90%股

权， 共支付交易对价128800万元。 其中， 以现金支付

12515.96万元，剩余116284.04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

付，共计发行7899.73万股。

同时，公司拟向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双广、易

方达资管（员工持股计划二期）、平安大华（汇垠澳丰1�

号）、广发乾和、西藏硅谷天堂（恒兴1号），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2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93.17%。

创联电子当前主营铁路行车安全产品业务， 产品广

泛用于铁路行业特别是铁路轨道车领域； 国迈科技当前

主营政法数据安全产品业务， 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企业

和事业单位。

创联电子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10951.16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378.38%； 国迈科技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为20460.11万元，评估增值率为352.16%。 创联电子股

东承诺2015、2016、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9100万

元、10920万元、13104万元。 国迈科技股东承诺2015、

2016、2017年度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1875万元、

2343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刘双广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股权比例为3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