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摘要

002555.SZ

顺荣三七 净利润约

34000

万元

~35300

万元

,

增长

10322.09%~10720.59%

300059.SZ

东方财富 净利润约

142000

万元

~152000

万元

,

增长

2166.71%~2326.33%

000673.SZ

当代东方 净利润约

6000

万元

~7000

万元

,

增长

1874%~2203%

000607.SZ

华媒控股 净利润约

11500

万元

~13000

万元

,

增长

1627.92%~1853.30%

002624.SZ

完美环球 净利润约

7713

万元

~8178

万元

,

增长

728%~778%

300426.SZ

唐德影视 净利润约

7100

万元

~7350

万元

,

增长

390.76%~408.04%

300291.SZ

华录百纳 净利润约

16302.90

万元

~17906.46

万元

,

增长

205%~235%

300336.SZ

新文化 净利润约

13792.10

万元

~15243.90

万元

,

增长

90%~110%

002238.SZ

天威视讯 净利润约

19476

万元

~22912.94

万元

,

增长

70%~100%

300052.SZ

中青宝 净利润约

1395.69

万元

~2233.10

万元

,

下降

20%~50%

002181.SZ

粤传媒 净利润约

6224.94

万元

~12449.88

万元

,

下降

0%~50%

000835.SZ

长城动漫 净利润约

800

万元

~1100

万元

,

下降

37.99%~54.90%

300058.SZ

蓝色光标 净利润约

15230

万元

~22845

万元

,

下降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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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品整体上市提升盈利能力

一机集团核心资产将注入北方创业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北方创业10月26日晚公告重组预案，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的方式， 合计作价

77.08亿元， 收购控股股东一机集团主要经营

性资产及负债及其旗下北方机械100%股权、

山西风雷钻具100%股权和秦皇岛风雷钻具

100%股权。

交易完成后，一机集团核心资产将实现整

体上市，同时北方创业新增产品将涵盖装甲车

辆等防务装备的研发及制造和石油机械的生

产制造。 若此次重组顺利实施，北方创业的业

务布局将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协同进一步加

强，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整体价值得到有效

提升。

推进军工核心资产上市

根据预案，本次公司拟以13.50元/股的价

格非公开发行合计约4.85亿股， 并支付现金

11.56亿元，合计作价77.08亿元收购标的资产。

同时，拟以不低于14.32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

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0亿元，用于标的资产

相关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投资、支付标的资产

部分对价、补充标的资产流动资金等用途。

兵器工业集团将通过下属单位参与此次

配套融资的认购， 以确保配套融资发行完成

后，兵器工业集团关联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权比例达到50%以上。 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一机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

资委。

公司表示，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不

进行调整，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调整后的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方案显示，一机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

债，包括一机集团母公司军品主营业务相关经

营性资产及对应的负债、全资子公司大地石油

100%股权以及一机集团持有的大成装备

13.38%股权和特种技术装备20%股权。 其中，

军品为包括轮、履两大系列装甲车辆的研发与

生产，相关资产具备军民品整机和核心零部件

的设计开发、工艺研究、计量检测、实验能力和

以车辆传动、悬挂、动辅、大型精密结构件加工

和整机装配等为核心的一整套综合机械制造

能力。 石油机械业务资产为大地石油100%股

权，其主要包含抽油杆、抽油管等石油钻采工

具的制造。 一机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4.95亿元， 净利润

2.72亿元。

北方机械是我国军用中口径火炮的科研、

生产基地及综合性骨干军工企业，主要产品为

轮式自行火炮、履带式自行火炮、车载炮、牵引

炮、舰船配套产品、礼炮等。 2014年，北方机械

分别实现营收和净利润79,837.16万元和1,

579.46万元。

山西风雷钻具是集钻杆、钻铤、加重钻杆、

方钻杆、稳定器、无磁钻具、井下动力钻具和各

种转换接头等钻具的生产与研发为一体的专

业石油钻具产品制造基地，2014年分别实现营

收和净利润52,865.30万元和571.96万元。 秦

皇岛风雷钻具主要生产、销售石油钻具、离心

主管、机械产品、铸件等，2014年分别实现营收

和净利润282.41万元和74.81万元。

资产价格方面， 一机集团主要经营性资

产及负债、北方机械100%股权、山西风雷钻

具100%股权和秦皇岛风雷钻具100%股权评

估增值率分别为109.56%、196.99%、31.81%

和7.24%。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公告显示，本次重组募集的30亿配套资金

中， 拟用于投资新型变速器系列产业化项目、

军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综合技改项目、战

术车产业化建设项目等多个项目共计10.2亿

元，支付标的现金对价11.56亿元，补充流动资

金8.24亿元。

北方创业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业务范围将从铁路车辆业务扩展到装甲车辆业

务，形成军品主业突出、民品布局合理的产业结

构，产品类型更加丰富。 本次资产注入后，上市

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公

司得以整合兵器工业集团下属核心子集团一机

集团的技术资源、 市场资源以及优秀的人力资

源，通过丰富产品类型、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协

同效应，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本次重组前， 由于上市公司部分业务为一

机集团相关军品业务提供配套， 从而形成了上

市公司和一机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

完成后， 一机集团相关军品资产和业务将注入

上市公司，实现整体上市，将全面减少一机集团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进一步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重组后，可有效提升北方创业的整体

规模并改善经营质量， 提升上市公司整体价

值。 同时，将有助于未来上市公司更好地承接

军品任务，巩固上市公司在相关军民业务领域

的领先地位。

北方创业同日发布的三季报显示，2015年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亿元，同比下

降49.7%，净利润为-6824.6万元。

■

“新三板” 动态

火电业绩良好 水电有所分化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建投能源10月26日晚披露三季报，今年前

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4.13%，而净利

润同比增长10.40%，每股收益为0.978元。

截至26日晚，两市共有16家电力类上市公

司发布三季报。 综合来看，火电类公司业绩表

现良好，而水电类公司业绩则有所分化。

火电类公司业绩良好

在已发布三季报业绩的火电公司中，建投

能源、华能国际、皖能电力属典型的火电企业，

指标表现也相似。 根据三季报数据，华能国际、

皖能电力今年前三季度每股收益分别为0.92

元和0.90元，同比增长13.58%和34.33%。 两公

司营收和净利润情况也表现相似，华能国际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7.98%， 皖能电力营业收入下

降12.53%，而净利润均实现增长，同比增长分

别为16.74%和33.45%。

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净利润实现增

长，主要原因是盈利能力的提高。 如华能国际

今年前三季度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18.4%，去

年同期则为15.32%； 皖能电力今年前三季为

10.97%，去年同期为10.22%。 盈利能力的提高

主要源于单位成本的下降。 华能国际今年前三

季度销售成本率为69.66%， 去年同期则为

74.39%； 皖能电力这两个数据分别为75.98%

和80.51%。

成本的下降则是多方面的原因，如煤炭价

格的下降， 先进的发电机组和有效的管理等。

煤炭价格去年环渤海动力综合指数为497元/

吨，而目前仅为384元/吨，下降了20%以上。 煤

价下降直接降低了火电企业的成本。 另外，大

型火电企业的发电机组技术先进， 效率高，煤

耗低，也是成本低的重要原因。 华能国际火电

机组中超过50%是6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机组，

还包括12台世界最先进的百万千瓦等级的超

超临界机组，这使其在环保和发电效率方面都

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平均煤耗、厂用电率、水

耗等技术指标甚至世界领先。

对火电企业来说，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

时期内一个不利的因素是电力需求的下降。由

于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高能耗行业下降

明显，对电的需求减少，因此一些小型的火电

企业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市场形势。 在此情况

下，先进机组带来的技术指标优势将对公司的

盈亏甚至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水电企业业绩出现分化

在披露三季报的水电企业中，多数业绩有

所增长，但也有的出现下降。如川投能源、三峡

水利、桂冠电力业绩同比都有一定增长，而如

明星电力等业绩有所下降。

川投能源前三季净利润同比增长10.26%，

每股收益达到0.7281元/股，若按今年6月26日

10转10股之前股本计算，每股收益高达1.45元

多。该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公司参股企业

雅砻江公司， 后者1-9月发电量同比增加

11.09%，受电价下调影响，其销售收入同比增

加9.13%，实现净利润同比增加11.96%。 雅砻

江公司近年来不断有新机组投产，是川投能源

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

对水电企业而言，业绩增长主要受两大因

素的影响，即电价和来量情况。 在电价不变的

情况下，来水多寡就是主要影响因素。 一些公

司业绩同比下降，就是今年其水库来水欠佳造

成的。如明星电力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

仅增长3.58%， 而净利润同比下降24.07%，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受涪江来水减少影响，公司自

发上网电量比上年同期减少7.67%， 致使外购

电量增加，外购电成本增幅较大。

其他因素也对有的公司业绩形成较大影

响， 如岷江水电前三季度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22%的情况下净利润却下降11.94%，主要原

因之一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到保险公司保险理赔

款3400余万元，而今年没有这项营业外收入。

巢东股份拟置出水泥业务专注类金融服务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巢东股份10月26日晚公布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拟将水泥业

务相关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出售给海螺水泥的

全资子公司巢湖海螺 ， 巢湖海螺以现金

111386.68万元向巢东股份支付对价。 公司称，

本次交易契合公司着力发展类金融服务的战

略方向。

解决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对方巢湖海螺为巢东股份第二大

股东海螺水泥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 海螺水泥直接持有巢东股份16.28%的股

份，根据《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告称，本次交易前，巢东股份主营业务

包括水泥生产与销售及类金融服务业并行的

双主业。 本次交易后，巢东股份主营业务将置

出水泥业务，进一步聚焦类金融服务业，实现

转型升级与长远发展。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典

当等类金融前景广阔， 处于历史发展机遇期，

有利于巢东股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重组前，巢东股份与第二大股东海螺

水泥同属水泥制造业，并且在同一区域市场两

者的业务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本次重组完成

后，巢东股份现有全部水泥资产均由海螺水泥

的子公司巢湖海螺收购，其主营业务将变更为

类金融业务，其与海螺水泥之间存在的业务将

完全不同，不再具有竞争关系。

聚焦类金融服务业

巢东股份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水泥系列

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但是，由于国内基础设施

建设速度减缓及水泥产能过剩的原因，当前水

泥产业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公司水泥业务

承受巨大压力，盈利能力面临较大挑战。

巢东股份在关注外部市场发展动态的基

础上， 不断寻求恰当的转型契机及业务领域，

创造新的收入增长来源，并将类金融服务业作

为战略发展方向。2015年4月，巢东股份收购安

徽徳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类金融

企业。公司增加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融资性

担保、典当和P2P金融服务等类金融业务，发展

前景和盈利能力获得较大提升。

在前次重组基础上，巢东股份形成了水泥

生产与销售与类金融服务并行的双主业。通过

本次交易， 巢东股份置出水泥业务与资产，契

合巢东股份优化业务结构、着力发展类金融的

战略方向，类金融业务作为巢东股份主营业务

的定位将进一步清晰。

近年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

策，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大对

“三农” 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随着国内金融

体系改革的推进，中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

逐步建立，小额贷款、融资租赁、融资担保等业

务面临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传媒公司前三季业绩总体向好

影视制作类、游戏类、有线电视类公司抢眼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截至10月26日，传媒行业共有48家上市公

司公布三季报或三季报业绩预告。有33家公司

业绩实现增长，占比达69%，其中有4家公司业

绩增长超过1000%；净利润亏损50%以上的公

司有6家。分析人士称，从已公布业绩预告或三

季报的传媒公司情况看，影视制作类、游戏类、

有线电视类概念公司业绩抢眼，且发展潜力相

对较大。

业绩出现两极分化

在48家公布三季报或三季报业绩预告的

公司中， 实现业绩增长的共有33家， 占比达

69%；业绩下降或亏损的有15家。

顺荣三七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约34000万

元-35300万元，同比增长10322.09%-10720.

59%。 公司表示，业绩变动的原因是控股子公

司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前三季

度将实现净利润54,500万元-56,500万元，公

司持有其60%股份，自2014年12月份开始纳入

公司合并范围。

延续上半年的高增长态势， 东方财富、

当代东方、华媒控股、完美环球等9家公司

前三季度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其中，

东方财富、当代东方、华媒控股业绩增幅都

超过1000%。

业绩下降或亏损幅度最大的公司是上海

钢联和三五互联， 净利润同比下降分别达到

-3035%和-1386%。 海钢联前三季度利润亏

损 18,600 万 元 18,200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3035%。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负

数且金额较大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基于公司

发展战略， 公司电商平台在全国多个销售区

域进行全品类扩充，形成一定数量库存，由于

报告期内大宗商品行业持续低迷， 钢材价格

快速下跌，导致公司亏损扩大；公司加大对钢

铁现货交易服务平台的投入， 尤其是高端IT

人才的引进，导致人力成本上升，三项费用同

比增加。

三子板块表现突出

持续受到市场关注的传媒板块相关子板

块包括影视制作类、游戏类、有线电视类等，相

关概念公司三季报业绩表现突出。

影视制作类公司业绩表现突出的有唐德

影视、完美环球、华录百纳、新文化，前三季度

净利润预增分别达到306%、425%、235%和

103%。 唐德影视主打影视内容制作，公司前三

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90% ， 利润同比增长

306%。报告期内，公司电视剧业务实现收入5,

337.56万元，主要来源于电视剧《拥抱星星的

月亮》首轮卫视电视播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以及电视剧 《左手劈刀》 首轮卫视跟播播映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发行收入。

游戏类概念公司业绩表现突出的有掌趣

科技、顺荣三七、天神娱乐、顺网科技，前三季

度净利润预增分别达到35%、10721%、69%和

105%。 掌趣科技作为领先的手游开发运营商，

通过收购玩蟹科技、入股国际领先的游戏引擎

开发商Unity，公司游戏研运实力进一步增强。

若完成对晶合思动、天马时空的收购，将完成

涵盖轻中重度移动游戏产业链打造，并与公司

较强的游戏运营营销产生合力。

华数传媒、天威视讯、湖北广电是有线电

视概念板块中三季报业绩表现较为突出的公

司，净利润预增分别为74%、100%、72%。

传媒板块热点包括IP概念、 在线教育、互

联网金融、移动游戏、数字营销等，分析人士建

议继续关注热点概念公司， 比如中文在线、唐

德影视、万达院线、新文化和奥飞动漫等拥有

优质IP及IP变现渠道的企业。

交易对方不接受调整方案

上海三毛终止收购万源通

10月26日午间，上海三毛发布公告称，公司股

票复牌（10月19日）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双方就

方案调整事项进行深入研究与沟通。 26日上午，公

司接交易对方通知， 由于交易对方未能就本次重组

所涉及的交易价格、 发行股份解禁权重及业绩奖励

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不接受调整方案。 因此，公司与

交易对方经协商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上海三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发生在股票

复牌后的第六个涨停板上。 从19日复牌至26日午间

的5个半交易日，上海三毛股价均以涨停板收盘。

上海三毛于9月1日披露了重组报告书等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文件， 公司拟购买印制电路

板生产厂商万源通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

价格为3.3亿元。

据了解，万源通主要从事单面板、双面及多层

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及销售业务。 万源通2013年、

2014年和2015年1-3月分别实现净利润84万元、

2065.5万元、179.89万元。 交易对方承诺， 万源通

2015年至2018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500万

元、3000万元、3500万元、4000万元。 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充分利用万源通的客户资源并加以整合共

享，实现宝鸡凌云与万源通在印制电路板业务上的

互相渗透和延伸。

重组方案在10月9日突然出现“变数” 。 当日，

公司发布公告称，接控股股东重庆轻纺控股（集团）

公司（下称“重庆轻纺” ）通知，要求公司就本次重

组方案中的交易价格、 发行股份锁定期及业绩奖励

与交易对方进行磋商修订。

重庆轻纺在上述通知中表示，经深入研究，建议

上海三毛与交易对方就方案中以下事项进行磋商修

订：交易价格，在之前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基础上，

更进一步按照标的公司所属行业的资本市场的估值

情况修订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发行股份锁定期，修

改交易对方本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股份的分期解锁

权重；业绩奖励，对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额（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的部分，按

一定比例进行奖励，而非全部。

10月17日，公司披露了与交易对方代表拟定的

初步调整方案。公司将交易价格拟调整为3.135亿元

左右， 并对交易对方持有发行股份的解禁权重进行

了调整， 业绩奖励调整为万源通累积实现净利润与

累积承诺净利润差额的50%。

调整方案未获得交易对方的接受， 但目前公司

股价（26日上海三毛报收17.59元），已较此前公布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9.64元， 上涨超过

80%，较10月19日复牌前的股价上涨超过76%。

上海三毛已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

票自2015年10月26日下午开市起连续停牌，待公司

董事会履行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审议程

序、 召开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投资者说明

会并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后复牌。（官平）

华纺股份拟募资赴越南建厂

华纺股份10月26日晚公告，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股票不超过12162.16万股， 发行价格不低于7.4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亿元。 募集资金中，1.5亿

元将投资于纺织产业链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7亿元

将投资于越南年产5000万米高档服装面料（染整）

项目，5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一大股

东滨州国资公司将以现金6000万元参与认购此次

发行股票。

首次异国建厂， 是华纺股份此次定增投资方案

中的一大重点。根据公告，公司将在越南永隆省和富

工业园区建设染整生产线2条，年产量5000万米，项

目在越南总用地面积约15.67公顷。预计该项目全部

投资（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0.29%，全部投资

（税前）投资回收期6.77年（含建设期3年），经济效

益良好。

近年来，中国纺织企业越来越多地在越南、柬埔

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而随着TPP协议推

进，越南正成为纺织企业抢先布局的区域。 一方面，

越南是TPP协议12个谈判国之一，按照TPP的规定，

产于越南并输往美国的服装，其关税未来将降为零；

另一方面， 越南近几年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面料进口

国之一和最大的服装出口国之一， 服装加工业发展

水平和规模相对雄厚，而纺织行业相对薄弱，本土面

料生产不能满足服装加工的需要， 服装加工所需面

料相当一大部分依赖进口。 这也是在染整领域具有

领先优势的华纺股份选择越南建厂的主要原因。

公司还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建设科

技研发中心，实现对棉花、纺纱、织造、印染、成衣等

纺织行业全产业链全覆盖，并通过生产数据、实验数

据联网，率先在纺织行业实现工业4.0智能化制造的

突破。这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科技优势，提升产品科

技含量，并通过提供研发、检测第三方服务，直接促

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康书伟）

山水园林

签署PPP合作协议

山水园林（831562）10月26日公告，公司

与陕西眉县人民政府于10月22日签署《陕西眉

县生态建设PPP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就眉县

生态景观建设、环境治理、湿地建设等项目展开

合作，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规划设计、融

资、建设、后续运营、养护等，项目总投资额约

10亿元。双方同意采取PPP合作模式，共同运作

项目。

公告显示， 上述协议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框

架性协议，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均须在履行国

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程序后， 依据协议所

确立的原则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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