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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楼市回暖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市党政机关迁往通州的传闻引

发通州房地产市场骚动。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目前福星股份、首开股份、华

业地产、 泰和集团等公司在通州区拥有

土地储备或是房地产开发项目。 随着房

价上涨，这些公司有望受益。中原地产首

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尽管北京市是否

搬迁相关政府机构到通州目前并无定

论， 但通州未来作为北京副中心的发展

趋势已经明确。

通州房地产市场回暖

通州区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1-5月，通州房地产销售面积达47.2万

平方米， 同比增长4.6%， 销售额达95亿

元，同比增长7.5%。 其中5月份的统计数

据尤其引人关注， 当月通州房地产销售

面积高达16.9万平方米， 是去年同期的

1.9倍，单月销售额达34亿元，为去年同

期的3倍。这也是通州房地产销售市场16

个月来首次回暖。

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6月

上半月，通州商品房住宅签约494套（另

外国风美仑签约300余套回迁） 全月成

交量有望达到1000套， 创造年内最高纪

录。 从成交签约均价看，整体处于高位，

目前市场成交均价在24232元/平方米。

从北京交易管理网数据看，4-5月

通州二手房交易市场也明显开始活跃，

连续两个月维持在千套以上，整体看，在

系列利好的影响下， 通州地产市场进入

复苏趋势。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通州某房地产项

目负责人了解到， 该项目原本进度缓慢，

北京市相关部门搬到通州的消息传出后，

公司开始敦促加紧施工。 该负责人表示，

预期未来通州房价还有很大上涨空间，公

司项目也已经封盘，暂时不再对外销售。

此外，一些原本在通州有购房需求的

潜在购房者，在这一消息刺激下，也在加

紧看房，还有一些二手房房东坐地起价。

业界有观点认为， 受限购等政策影

响，投资客炒房难度很大，通州房价很难

被炒高。一些有刚需的可以考虑出手，而

如果是出于投资则需要谨慎。

多重利好提升区域价值

张大伟认为， 北京市是否把相关政

府机构搬迁到通州目前并无定论， 但通

州未来作为北京副中心的发展趋势已经

明确，这种情况下，通州房地产市场有所

升温也属正常 。 通州房价在 2012年

-2013年并未跟风上涨， 预计在系列利

好落地的情况下，2015年通州房地产市

场有补涨的趋势。

张大伟认为，经过多年消化，最近3

年通州供应的住宅土地只有8宗，其中大

部分还是自住房等属性， 供应集中在台

湖等新区， 通州核心区的商品房住宅处

于净去化状态。 从未来通州市场的量价

发展看，因为过去有较多的二手房存量，

可能会影响通州房价的涨幅。 另外一个

层面， 通州也缺失大盘和地王项目的拉

动。不过通州在多重利好的影响下，整体

房价的上涨趋势已经出现。

首创证券分析师王剑辉认为， 作为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点以及CBD东

延， 通州区近年来迎来基础设施和中心

区域的快速升级，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外

溢效应开始显现， 以及全球第六家环球

影城落户， 通州的区域价值和发展潜力

也将得以激活。

多家公司有项目储备

通州房地产市场的回暖， 也让那些

在通州拥有土地和项目储备的公司受到

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福星股份了解

到，公司2013年10月获得北京通州区玉

带河大街项目。项目建设面积约8万平方

米，其中高层住宅和底商约5.2万平方米、

安置房约2.8平方米。 预计该项目6月完

成拆迁，今年年底或2016年初上市销售，

销售收入预计超过15亿元。

首开股份在通州拥有首开国风美

仑、宋庄项目（香溪郡）以及台湖多个地

块等项目。 首开股份本月初发布定向增

发预案， 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0

亿元， 其中12亿元用于北京通州区宋庄

镇C02/C06地块商品住房建设项目、10

亿元用于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A/C地块项目。

2010年8月，首开股份取得宋庄镇项

目国土使用权。该项目2013年6月正式开

工，目前处于施工阶段，预计2015年10月

全面竣工交付。 总建筑面积为28.25万平

方米，预计销售额为44.13亿元。 项目的

定位为中档商品住宅， 项目周边住宅项

目销售均价为23000元/平方米左右。

2011年6月，首开股份取得于家务乡中心

项目国土使用权。 该项目已于2012年12

月正式开工，计划于2017年5月全面竣工

交付。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5.35万平方

米，预计销售额为46.69亿元。 项目的定

位为中档商品住宅， 项目预计售价为

13500元/平方米， 当前项目周边缺乏可

比住宅项目。

华业地产在2014年年报中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人民政府委托，负

责通州区梨园镇东小马旧村土地一级合作

开发项目。 土地一级开发总面积45.84公

顷。 此外，华业地产还拥有通州核心区项

目，该项目2012年2月开工，预计2020年6

月竣工，预计投资总额为100亿元。

根据泰和集团2014年年报， 公司在

北京通州区拥有中国院子、 泰禾1号街

区、拾景园等项目。

健盛集团拟定增募资拓展O2O业务

□本报记者 王荣

健盛集团6月17日晚间发布定向增发

预案。 公司拟35.53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

行 2820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194.60万元。 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健盛

之家” 贴身衣物O2O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年新增6000万双棉袜智慧工厂技改项目、

年新增5200万双丝袜生产线技改项目、年

新增6000万双丝袜生产线项目， 分别投入

资金30194.6万元 、30000万元 、15000万

元、25000万元。

产能亟需扩充

公告显示， 参与此次定增的主要有杭

州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晨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创东

方长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硅谷天

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鑫达唯特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孔鑫明8名投

资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张茂义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健盛集团表示， 公司一直以ODM、

OEM模式为世界知名品牌制造棉袜，单一

的棉袜产品和以制造为主的经营模式已无

法满足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需求。 公司迫

切需要在扩充产能、丰富产品线的同时，抓

住机遇创建自有品牌， 迅速切入国内终端

零售市场，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2012年-2014年， 公司棉袜产能分别

达 到 11042.67 万 双 、13691.73 万 双 和

15522.62万双， 产能利用率分别达到了

97.56%、97.49%和96.44%。 2015年1月，公

司成功上市融资用于扩大产能， 但仍然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产能扩充需求迫切。

年新增6000万双棉袜智慧工厂技改项

目建设期两年， 项目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

入32400万元， 净利润5677万元。 年新增

5200万双丝袜生产线技改项目建设期为两

年， 拟在浙江健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

部分棉袜车间的基础上， 引进国内外先进

丝袜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项目预计达

产后年销售收入3380万元， 净利润5472.3

万元。 年新增6000万双丝袜生产线项目建

设期为两年， 拟在浙江健盛集团江山针织

有限公司现有土地上新建厂房， 并引进先

进丝袜生产设备， 项目预计达产后年销售

收入39000万元，净利润6145.1万元。

建设O2O营销网络

目前越来越多的纺织服装、 服饰业企

业通过O2O电子商务模式拓展业务。 此次

公司投资“健盛之家” 贴身衣物O2O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其中18000万元投资建设

直营门店，8000万元投资建设自有电商平

台及第三方平台，2000万元用于建设O2O

信息化管理平台，3000万元用于品牌宣传

推广。

公司称，拟通过“实体门店+互联网”

O2O模式，打造以“健盛之家” 为核心的贴

身衣物集合零售自有品牌， 实现企业由制

造向“智能制造+品牌运营+O2O零售” 的

转型。

公告显示，“健盛之家” 的销售以棉

袜、丝袜、文胸、内衣为主打产品，辅以家居

服等其他品类， 大部分产品由公司自主生

产，生产环节将通过采用互联网技术、物联

网技术、机器人等手段，减少用工人数，提

高运行数量，有效降低成本，为消费者提供

性价比高的平价商品。而在营销端，公司运

用新型连锁模式和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的

模式，实现低成本销售。

项目建设期三年， 拟在健盛集团总部

建设O2O网上营销平台和综合管理平台，

同时在浙江省及全国发展较好的二三线城

市开设实体店300家，通过线上线下的共同

推广，初步形成O2O营销网络基础。预计达

产后年新增销售收入125000万元，净利润

5000万元。

罗平锌电拟收购二股东旗下宏泰矿业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罗平锌电6月17日晚间公布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计划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700万

股，发行价格不低于15.74元/股。 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89483.1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全部用于收购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

司100%股权、含锌渣综合回收系统技术改

造工程，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扩大生产规模

根据预案，此次募集资金中的4.5亿元

将用于收购宏泰矿业100%股权。截至2015

年4月30日， 宏泰矿业拥有两项采矿权：普

定县鸡场坡乡砂岩铅锌矿， 开采矿种为锌

矿，生产规模为每年5万吨，有效期自2009

年9月至2019年9月；玉合铅锌矿，开采矿种

为锌矿、铅矿，生产规模为每年3万吨，有效

期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

宏泰矿业的主要资产为砂岩铅锌矿。根

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关于<贵州省

普定县鸡场坡乡砂岩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

及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的函》，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评审备

案的矿区范围内锌矿石保有资源储量

902.52万吨，锌金属量507057吨；铅矿石保

有资源储量261.58万吨，铅金属量25861吨。

宏泰矿业原采矿权证生产规模为年产

5万吨，换发新采矿权证后拟将生产规模扩

大至年产45万吨。 2015年3月23日，普定县

工业和经济贸易局出具《关于同意普定县

宏泰矿业有限公司砂岩铅锌矿年产45万吨

铅锌开采技术改造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

函》， 同意宏泰矿业砂岩铅锌矿年产45万

吨铅锌开采技术改造项目开展各项前期工

作， 砂岩铅锌矿年产45万吨铅锌开采技术

改造项目的正式立项文件正在办理当中。

消除同业竞争

根据预案，目前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宏泰矿业100%股权。 截至本预案

披露之日，泛华矿业持有罗平锌电32.37%的

股权，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收购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2013年11月， 罗平锌电发行股份购买

泛华矿业持有的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100%股权后，泛华矿业持有公司32.37%股

权，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泛华矿业还持

有宏泰矿业100%股权，由于当时宏泰矿业

拥有的铅锌矿的勘探和资源储量核实工作

尚未完成、 采矿许可证未换发以及相应的

立项、 环保和安全生产许可审批手续未办

理等原因，不满足相关规定，因此未注入上

市公司。

目前， 泛华矿业旗下的宏泰矿业的铅

锌矿基本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 本次收购

宏泰矿业100%股权系泛华矿业履行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有助于消除潜在同业竞

争，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厦门信达

定增方案获厦门国资委批复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厦门信达6月17日晚间公告，公司接到间接控股股东厦门国贸

控股有限公司通知，国贸控股已收到厦门市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厦

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批复》，就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批复。

厦门信达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13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其中1.6亿元用于信达物联安防技术服务平台项

目；6.4亿元用于信达光电LED封装及应用产品扩产项目；1.1亿

元用于信达光电LED显示屏封装产品扩产项目；3.9亿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批文称，厦门国资委同意国贸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厦门信息

-信达总公司自筹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量的30%，

确保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国贸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在公司的

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原先的30%。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经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厦门信达从事电子信息产业、 供应链业务、 房地产业务。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3.59亿元，同比增长2.7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亿元。 公司表示，此次非公开发

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促进公司全面发展。

东方能源拟3亿元投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东方能源6月17日晚间公告，公司拟注

册成立涞源东方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涞源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

总投资约3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6000万元

投资建设，其余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解决。 项

目建设期6个月，经营期限25年，项目预计

投资内部收益率11.27%。

东方能源拟在河北保定涞源县祁家峪

村附近规划建设光伏电站 ， 容量为

30MWp，一次性建成。同期建成一座35kV

开关站。 项目计划总工期为6个月，初步预

计2015年年底完成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公

司表示， 本次项目投资主要为加快公司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 将清洁能源作为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 项目建设资金初步计划由

公司自筹。

东方能源大股东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 东方能源完成重组后，公司成为中电

投二级单位，与中电投河北公司实现“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 的一体化管理，并受托管

理河北公司资产；重组后成功扭亏为盈，经

营状况大幅改善。 公司于2014年10月完成

收购中电投河北公司持有的易县新能源

20MW与沧州新能源50MW已并网光伏电

站，宣告进军新能源领域。

京津冀地区能源需求旺盛， 河北新能

源资源丰富，地方补贴政策优厚，给予光伏

电站的3年期0.1-0.3元/kWh的度电补贴。

这些新能源项目为为公司快速做大做强清

洁能源平台提供了基础保障。

浪潮软件拟筹划定增事项

□本报记者 王荣

浪潮软件6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 由于交易条款无法达成

一致，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此外，公司决定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股票6月18日起继续停牌。

公告称，公司与交易对方西安未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陕西政

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信息总公司等进行了多次商务谈

判，对重组方案进行了反复的商讨论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公司将在6月19日召开网上投资者说明会，并承诺自召开投资

者说明会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将深耕

细分行业领域，利用在软件和服务行业的多年积累，结合云计算和

大数据带来新技术变革，致力成为领先的智慧政府方案和服务商。

今世缘发布多项投资计划

□本报记者 王荣

今世缘6月17日晚间发布了多项投资公告，涉及资金7.65亿元。

从具体项目看，2.25亿元认购华泰紫金易融宝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3亿元购买中航信托为公司单独设立一个信托计划；

1亿元投资认缴君证（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份额；1.4亿元与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设立东证今世缘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表示，通过借助专

业投资机构加强公司的对外投资能力，拓宽多元化经营通道。

今世缘今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1.45%；营业收入为8.74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1.52%。

安居宝发力O2O停车场业务

□本报记者 黎宇文

继发布“可创收益微信智慧云停车场”后，安居宝再度宣布，将

在未来两个月内免费送出15000套“智慧云停车”系统设备，耗资

超5亿元布局北京、广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等全国12大城市。

为解决停车管理方营运困局和收益瓶颈， 安居宝云停车场

系统首创了三大创收模式。其中，动态优惠停车模式可深度盘活

运营方的闲置车位，分享停车模式可提高个人车位资源利用率，

会员停车模式可为“掌停宝” 会员停车场引流创收。

此外，安居宝云停车系统可通过微信支付停车费；系统软硬

件由安居宝自主研发，给用户带来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大数据系

统优化停车资源。

作为国内配套最齐全的社区安防及智能家居系统集成供应

商，安居宝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目前推出的多元化移动应

用系统包括云可视对讲、安居门卫、个人安防、周边优惠、智慧云

停车等，全面布局O2O万亿级市场。

长江润发

拟曲线参股摩根大通期货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长江润发6月17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上海迈兰德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约定由公司受让上海迈兰德

100%控股的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51%股

权，深圳迈兰德持有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50%股权。

公告显示，由双方协商确认最终的股权转让价格，但原则上

本次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不超过2.5亿元。

根据公告，迈兰德以金融领域投资为主，主要开展投资管理

业务，与全球著名商品交易顾问商合作，引进并发起设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产品，目前持有摩根大通期货50%股权。长江润发表

示，通过此次股权收购，公司将实现金融和产业的融合和互动，

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汉能拟捐10亿元助民勤治沙

□本报记者 汪珺

汉能控股集团6月17日宣布，未来五年将捐助10亿元，用于

甘肃民勤防沙治沙专项行动，构筑绿色“一带一路” 。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面与内蒙古阿拉善盟

接壤，被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包围，生态区位极为特殊，是

中国主要沙尘暴策源地之一，境内沙漠化面积达89.9%。由于严重

缺水，全县2385万亩土地中，各类荒漠和荒漠化面积高达2228万

亩。 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距离民勤最近只有5公里。 同时，

民勤也是连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能控股集团致力于“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 ，业务横跨水

电、风电、薄膜太阳能发电。 自2002年以来，汉能积极参与各类

社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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