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编：郭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9月11日 星期五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8

C

前8月上市龙头房企销量大增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截至目前，万科、保利地产、招商地产、金

地集团、 首开股份等A股房企均已公布8月销

售数据。其中，金地集团1-8月签约面积同比增

长超过三成。从这些公司披露的近期项目储备

情况来看， 一线城市土地关注度依然较高，而

由于土地总价较高， 联合拿地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为，在下一步地方政策

积极配合、房企加快推盘的作用下，预计9月至

年底楼市供需两端将继续升温，“金九银十”

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将迎来一波上涨行情。

销售业绩大增

根据万科披露，2015年8月份公司实现销售

面积171.6万平方米，销售金额222.5亿元。 1-8月

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1255.7万平方米，销售

金额1560.5亿元。 翻查此前数据，2014年8月，公

司实现销售面积140.3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52.4

亿元。 2014年1-8月累计实现销售面积1098.2万

平方米，销售金额1294.7亿元。 对比两期数据不

难发现， 今年8月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2.3%，1-8

月累计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4.34%。

保利地产2015年8月实现签约面积98.94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26.08%；实现签约金额124.05

亿元，同比增长47.13%。 1-8月，公司实现签约

面积766.8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0.83%；实现签

约金额981.11亿元，同比增长22.35%。

招商地产2015年8月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23.29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74%；签约销售金

额40.35亿元，同比增加2.20%。 1-8月，公司累

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199.46万平方米，同比增

加25.22%；签约销售金额283.37亿元，同比增

加18.65%。

金地集团2015年8月实现签约面积36.9万

平方米，签约金额56.1亿元。 1-8月公司累计实

现签约面积241.9万平方米， 累计签约金额

325.0亿元。 2014年8月，金地集团实现签约面

积33.2万平方米， 签约金额39.3亿元；2014年

1-8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185.9万平方米，

累计签约金额235.3亿元。 按照两组数据计算，

金地集团今年8月签约面积同比增长11.14%，

1-8月签约面积同比增长30.12%。

首开股份2015年8月共实现签约面18.95万

平方米，签约金额25.01亿元，销售回款25.27亿

元。 2015年1-8月，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17.55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23.32%；签约金额182.79亿

元，同比上升30.58%，销售回款173.31亿元。

竞拍一线城市土地

在公布8月销售业绩的同时， 部分房企还

公布近期项目储备情况。 万科近期新增加项目

10个，包括东莞麻涌新城中心项目、东莞虎门

百达大道项目、东莞体育路项目、南宁万科城

项目、南宁五象湖南侧地块、苏州双冠南项目、

大连中南路磁头厂项目、 青岛山东路B地块项

目、西安城市之光项目、郑州港区魅力之城1#

地块。 其中，南宁万科城项目、东莞体育路项

目、苏州双冠南项目须支付地价款较高，均超

过10亿元， 分别为16.20亿元、13.43亿元和

11.14亿元。

根据招商地产披露， 公司近期新增1个项

目，为广州天河牛奶厂项目，用地面积为56235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24.1亿元，公司控股子公

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拥有该项目34%权益。

公司称未来可能就部分项目引入合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土地市场受到高

度关注，尤其是北京，由于土地总价较高，联合

拿地成为一种趋势。 根据首开股份披露，公司

与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成的联

合体， 以总价64.83亿元竞得北京市朝阳区孙

河乡北甸西村2902-18、2902-19、2902-27地

块社区配套服务设施、住宅混合公建、二类居

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块总建设

用地面积12.11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14.37万平

方米。 其中配建异地保障住房2.75万平方米，

单价标准为1万元/平方米。

此外，首开股份与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组成的

联合体，以总价42.5亿元竞得北京市朝阳区东

坝南区1106-657地块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配

建“限价商品住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

宗地块总建设用地面积6.39万平方米，建筑规

模15.98万平米。 其中配建建筑面积8.9万平方

米的限价商品住房，配建及竞建的限价商品住

房销售限价为1.5万元/平方米。

楼市呈现回暖态势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2015年8月，全

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787元

/平方米，环比上涨0.95%，涨幅较7月扩大0.41

个百分点。 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

住宅均价在经历连续十个月同比下跌后， 于8

月止跌，上涨0.15%。 综合来看，百城住宅均价

则为1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环比双双上涨。

在今年一系列宽松政策影响下，楼市持续

呈现回暖态势，8月市场成交继续保持稳定，百

城价格指数环比涨幅扩大，并推动同比止跌转

涨。 政策方面，8月26日央行再次降息降准，今

年以来央行已三次降准四次降息， 此次 “双

降” 将进一步刺激消费者购房需求；供应方面，

部分房企制定少量缓推的推盘策略， 为 “金

九” 旺季提前热身，重点城市供应量平稳释放；

库存方面，供需两端表现均衡，库存压力继续

释放。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为，8月央行降息

降准将为9月传统楼市旺季的到来再增动力。

在下一步地方政策积极配合、房企加快推盘的

影响下， 预计9月至年底楼市供需两端将继续

升温，“金九”旺季或将如期而至。 在“金九银

十” 传统销售旺季，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将迎来

一波上涨行情。 价格方面，目前全国楼市仍以

去库存为主基调， 部分城市去化压力尚存，房

价将继续保持平稳。

北斗大众市场开发有待突破

□本报记者 王荣

“2015年是北斗产业发展的关键攻坚年。”中

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9月10日公布的2014年度

《中国卫星导航与为位置服务产业白皮书》 如此

定调。 去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

1343亿元，同比增长29.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

会指出，要摆脱产业发展瓶颈，须全力推进机动车

辆和智能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定位与位置服务标

配化政策。

军工领域需求大

此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预测，2015年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产值将超过

2250亿元；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服务全球的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届时用户规模将达到

世界第一，年产值将超过4000亿元。

从白皮书发布的结果来看，2014年，中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1343亿元， 同比

增长29.1%。 如果按照2014年的增速，2015年产

值难以超过2000亿元。

根据白皮书，新增销售产品及系统中80%兼

容北斗技术，北斗产业的发展，对拉动整个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至关重要。 目前，北斗的需

求主要集中在国防军工领域， 国防领域对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的需求巨大。 上市公司方面，龙

头公司振芯科技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39亿

元，同比增长37.91%；净利润4117.17万元，同比

增长265.43%。

国泰君安分析师指出， 北斗板块业绩在军

事装备升级的催化下有望持续增长。 对此，中国

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指出， 军事应用市场的批量

性采购和规模化应用已成为常态， 频频出现北

斗大订单。 除了国防军工领域，在安全应急救援

领域， 随着我国自然灾害监测与防范体系建设

逐步完善，应急救援市场也将迎来持续增长。

进入乘用车前端市场

北斗应用大众（个人）领域，包括私家车辆

应用、移动终端应用、互联网应用和个人位置服

务应用、旅游休闲应用等。

据统计，2014年国内车辆前装市场终端销

售收入超135亿元，个人导航仪终端年销售收入

约4亿元，带导航功能的智能手机市场爆发性增

长，年销售3.7亿台。

目前，北斗已进入乘用车前端市场，长城汽

车、江淮汽车、长安汽车、长春一汽等公司累计

前装北斗22万台。国产芯片在低能耗、一体化和

小体积等关键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兼容北斗芯

片已经装配到智能手机上， 但是与国际厂商相

比，其装机量相对较小。

到2018年左右，将发射35颗北斗导航卫星，完

成覆盖全球的系统建设目标。 民用市场是北斗导

航未来最大的市场， 同时也是北斗导航系统产业

发展的长期驱动力。 业内人士指出，民用市场的启

动将给产业链发展带来机遇。 在底层芯片技术方

面，高通、博通以及华为海思等具备优势，其他北

斗芯片厂商面临较大压力。 运营方面，相关企业有

望发挥从技术体系到规模的优势， 成为国内企业

在未来北斗互联网+运营方面确定性较高的机会。

长江证券董事长杨泽柱：

加快向现代投资银行转型

□本报记者 刘向东

长江证券董事长杨泽柱近日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整个券商行业的发展

依旧向好，长江证券正在向现代投资银行转型，

未来将致力于发展大投行、 互联网金融及场外

市场三大业务。 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

正是长江证券现代投资银行重点关注的领域。

作为上市券商，自然关注证券市场。“我对

券商股充满信心。 ”杨泽柱认为，从政策、产业再

到资金，当前券商股面临利好支撑。 但券商行业

自身的业务转型创新才是致胜关键。长江证券今

年经纪业务有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但杨泽柱对公

司经纪业务“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对公司贡献

业绩， 恨则是认为其在公司整体业绩中占比过

高。 “经纪业务和通道业务的路子只会越走越

窄，券商必须发展大投行大资管业务，在服务实

体经济中实现更大价值。做优质的现代投资银行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

杨泽柱说，发展大投行业务，从提供标准化通

道融资业务向多元化融资业务转型，将为券商拓展

出一条包括融资、挂牌、中介、咨询在内的全业务链

条。 通过“互联网+资本市场”，券商可以通过差异

化的发展道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服务。

“我去很多地方调研， 感受到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风起云涌。”杨泽柱说，调研时发现，很多

创客有项目、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缺管理。而券

商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为之提供股权资本化、

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服务， 以及公司治理及制度

构建等“融智”服务。

杨泽柱透露， 长江证券正在筹建场外证券

业务总部，负责开展包括柜台市场、股权质押融

资、股权众筹等在内的场外证券业务。公司正在

打造三个层次的场外证券业务， 包括为各级政

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服务， 以及为个人创业提供包括商事协

助、股权众筹、上市运作在内的系统性服务。

上半年，长江证券实现营业收入48.58亿元、净

利润24.49亿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在2015年证

券公司分类评价中，公司成功晋升为A类AA级。

格林美携手比亚迪

投建储能光伏电站

□本报记者 汪珺

格林美9月10日晚间公告， 为进一步推广

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应

用，促进电池制造、储能电站、光伏电站到报废

产品循环再造的全产业链建设， 公司与比亚迪

签署了《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书》。双方拟在湖北合资设立新能源电站（湖

北）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推广、运行和经营储能

电站和光伏电站项目，出资额1亿元，比亚迪出

资55%，格林美出资45%。

根据协议，双方将利用比亚迪在动力电池、

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的技术与产品优势， 利用

格林美作为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与国家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示范效应， 推广储能电站

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应用。 双方将

首先选择在格林美荆门的城市矿产示范园区投

资建设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示范站， 然后在格

林美国内其他的城市矿产示范园区及湖北其他

地区进行推广。

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作为工业节能的新

模式，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较强的盈利能

力。 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

应用，通过用电低谷时期充电储存电能，高峰

时期发电为园区运转提供电能，从而大幅降低

工业企业的能耗成本。 同时，储能电站可对电

网进行调频、平滑功率输出，保障电网安全和

供电稳定。

格林美主要从事废弃钴镍资源与电子废弃

物的循环利用以及钴镍粉体材料与塑木型材的

生产、销售，公司亦是电池回收和动力电池材料

循环制造的先进企业与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

基地。比亚迪是国内动力电池、储能电站和光伏

电站领域的领先企业。此次双方通过技术、产品

与资本的战略合作， 共同推动以储能电站和光

伏电站为主体的新型能源合作， 使储能电站和

光伏电站成为工业节能减排的主导方式。同时，

这也是格林美尝试进军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领

域， 打通公司废旧材料—新型电池材料—储能

电站的大产业链，形成产业链的完整闭合回路，

有利于公司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拟10亿元收购两公司股权

新时达加码机器人业务

□本报记者 官平

9月10日晚间，新时达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拟以每股17.36元非公开发行约3040万

股，并支付现金4.72亿元，合计作价约10亿元

收购会通科技100%股权和晓奥享荣49%股

权。 同时拟以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5亿元用于现金对价。因交易所将

对该方案进行事后审核， 新时达股票将继续

停牌。

经初步估算，会通科技100%股权的预估

值为8.6亿元，较其净资产账面值评估增值率

为718.48%。 晓奥享荣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2.85亿元， 较其净资产账面值评估增值为

275.83%。

会通科技是国内知名的专业从事伺服驱

动系统渠道销售及服务的企业，晓奥享荣专注

于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 新时达表示，成

功收购会通科技后，可以借助会通科技的市场

渠道，迅速地将自主研发的运动控制及机器人

核心部件产品进行推广，从而完成对伺服驱动

系统市场的布局，在国内伺服驱动系统渠道销

售方面取得领先地位。 成功入主晓奥享荣，将

会促使新时达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本体产品与

晓奥享荣的集成技术迅速融合，进一步促进新

时达智能制造及工程应用技术的发展，推动以

工业机器人为核心的智能柔性制造系统大规

模产业化。

新时达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健全了公

司业务体系，贯通了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实现

了运动控制及机器人业务从“关键核心部件—

本体—工程应用—远程信息化” 的完整产业链

布局。

新华社图片

证券代码：

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2015-061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决定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以下简称“三十所” ）持有的卫士通187,763,992股股份（占卫士通总

股本的43.41%）和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安” ）持有的卫士通3,430,

246股股份（占卫士通总股本的0.79%）无偿划转给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网安” ）。

近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无偿划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三十研究所和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所持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877号），同意三十所和国信安将其分别持有的公司18776.3992万股股

份和343.0246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中国网安持有。 本次股份划转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三十所和国信

安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国网安持有公司19119.4238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4.20%。 公司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本次股份划转尚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国网安《收购报告书》

审核无异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豁免中国网安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2015-66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于2015年7月2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2015年7月3日发布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43）。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9日、7月16日、7月23日、7月31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44、2015-46、2015-49、2015-51），于2015年8月7日发布了《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53），于8月14日、8月21日和8

月27日分别发布了《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55、

2015-61、2015-63），于2015年9月3日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延期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65），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开展审计等工作。 由于交易双方关于标的公司资产

价格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需待中介机构出具审计及评估报告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5－5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9月10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公司现有董事9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顺义区设立子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深化在北京区域的战略布局，做强做大房地产开发主业，公司拟在顺义区设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负责顺义区域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

新设子公司名称暂定为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当地工商部门最终核定为

准），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占该子公司100%股权。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616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

2015-083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686号），中

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2015-107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8月31日以书面专人送

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15年9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5

名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丘亮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收购福建省泰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平武夷名仕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7,222.88万元的价格收购福建省泰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平武夷名仕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设立福安武夷金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全资设立福安武夷金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主要从事福安市城

阳镇岩湖坂片区自来水厂南侧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经营业务。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892

证券简称：

*ST

星美 公告编号：

2015-55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星美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以下简称《预案》）等

议案，并于2015年9月2日对外公告并披露（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的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自2015

年9月11日起将继续停牌，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通知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