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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政策环境宽松

房地产市场四季度可期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招商地产、龙湖地产11月9日晚公布10

月份销售情况，至此，包括万科A、保利地

产、金地集团在内的几大上市房企均已公布

10月份销售业绩。 数据显示，部分上市房企

10月份销售面积同比出现下滑，但大多数上

市房企前10个月销售面积同比实现增长。

分析人士表示， 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

较为宽松，且宽松环境有望延续，购房需求

将继续稳步释放，四季度房地产市场可期。

不过，随着需求逐步释放，明年房地产市场

销售增速有可能会放缓。

前10月销售业绩靓丽

招商地产11月9日晚公告称，2015年

10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23.75万平方

米，同比减少18.55%；签约销售金额43.89

亿元，同比增加14.69%。 1-10月，公司累计

实现签约销售面积259.1万平方米，同比增

加8%；签约销售金额420.15亿元，同比增

加19.59%。

龙湖地产11月9日公布10月销售数据，

公司10月实现合同销售面积45.9万平方

米，合同销售金额62.1亿元，环比增长15%；

前10月合同销售面积为337.1万平方米，合

同金额为417.1亿元，同比增长8%。

万科A披露，2015年10月，公司实现销

售面积187.4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236.5亿

元，销售面积同比略有下滑，销售金额同比

增长7%。 2015年1-10月，公司累计实现销

售面积1627.3万平方米，销售金额2041.2亿

元，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2%，销售金额同比

增长19%。

保利地产公告，2015年10月，公司实现

签约面积 100.6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3.54%；实现签约金额114.11亿元，同比下

降24.37%。 2015年1-10月，公司实现签约

面积958.32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5.23%；实

现签约金额1211.99亿元，同比增长13.40%。

金地集团披露，2015年10月，公司实现

签约面积44.4万平方米， 签约金额58.1亿

元。 2015年1-10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

积331.9万平方米， 累计签约金额448.4亿

元。 对比金地集团2014年同期数据， 今年

10月公司签约面积同比增加13%， 签约金

额同比增加31%；2015年1-10月公司累计

签约面积同比增加25%， 累计签约金额同

比增加36%。

热门城市土地受热捧

万科A公告称，2015年9月份销售简报

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19个。 而2014

年同期公司披露新增加项目仅为4个。这意

味着万科A近期拿地力度与去年同期相比

力度明显加大。 在公司近期新增加的19个

项目中， 须支付地价款超过10亿元的项目

有7个，分别为深圳车公庙项目、南宁万科

城-北区项目、杭州文晖J地块、杭州城东新

城彭埠23地块、 南京南站万科九都荟南侧

地块项目、 大连博士园项目、 沈阳大东区

204项目。

金地集团近期新增上海市松江区车墩

镇地块和天津市津南区辛庄地块两个项

目，均拥有100%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分

别为6.95亿元和4.3亿元。

招商地产称， 公司近期新增1个项目，

即上海市森兰国际五期(D04-04)项目，成

交总价为10.17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60%

权益。

根据中粮地产公告，10月30日，公司全

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与北

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瑞凯

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 通过公

开竞拍成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和

新 宫 村 1404-657、659、1401-607 地 块

（丰台区城乡一体化槐房村、新宫村旧村改

造项目第一期A组团） 二类居住及基础教

育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竞得人。 上述地块

成交总价为85.95亿元，中粮地产（北京）

有限公司拥有34%权益。

近期北京土地市场异常火热， 一些地

块由于金额较大，多是几家房企联合拿地。

亚豪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及以前，在

北京土地市场经营性用地出让当中， 联合

拿地的比重多在30%。进入2013年之后，这

一比重快速提升至39%，2015年这一比例

已达到46%。 亚豪机构市场总监郭毅表示，

开发商拿地所需资金与日俱增， 再加上政

府对于土地出让金缴纳节点的严格管控，

房企拿地资金压力不可避免， 因此联合拿

地日益增多。

四季度楼市可期

自去年5月以来， 房地产行业整体政策

环境呈现持续友好的态势。行政干预减少和

货币信贷宽松， 是政策宽松调整的两条主

线。 持续友好的政策环境促进成交复苏，但

投资增速依然不见起色。进入9月，政策再次

加码，央行决定在“非限购” 城市下调首套

房商贷首付比例至25%。 进入10月，央行再

次实施“双降” ，政策环境稳中继续宽松。

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百城价格指

数” 显示，2015年10月， 全国100个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849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0.3%， 涨幅较上月扩大0.02个百

分点。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

宅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2.07%，涨幅较上月

扩大0.71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10月全国楼

价平稳回升，百城价格指数环比、同比继续

双涨，且涨幅均有所扩大。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为， 在持续宽

松的政策环境下， 购房需求将继续稳步释

放；随着年底临近，多数房企在年度销售目

标和资金回款压力下， 将采取更积极的销

售策略，市场整体库存压力将继续缓解。 价

格方面，不同城市仍将分化，热点城市房价

或将继续平稳上涨， 而库存压力较大城市

将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调。

首创证券认为， 随着宽松政策效应逐

步显现，销售端“银十” 翘尾，市场有望在

四季度维持高位成交水平。 上市房企三季

报显示全年业绩压力依然较大， 建议关注

聚焦一线城市的龙头房企、 区域发展利好

显著的地方龙头以及房地产综合服务商。

瑞银证券分析师丁晓表示， 目前房地

产库存从高位开始往下走， 但二三线城市

库存规模仍然很大， 库存的高企将影响房

地产投资增速， 鉴于一些被抑制的需求得

到释放、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且前景不确定，

2016年销售增长将放缓。

部分房企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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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净利润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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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星

4422.05 25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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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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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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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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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68.SZ

荣丰控股

-629.23 80.91

扭亏

143.40

002016.SZ

世荣兆业

4444.97 51.04

预增

342.16

002244.SZ

滨江集团

68480.7769 20.30

略增

50.00

002285.SZ

世联行

25160.3704 15.03

略增

30.00

600734.SH

实达集团

-3226.823 9.58

续亏

预收款大幅增长预示

传媒光伏房地产全年业绩向好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房地产、传媒、光伏等行业今年前三季度

预收款同比有明显增长， 表明行业处于较好

的景气度阶段， 预计这些行业及相关公司的

全年业绩也将向好。

地产等三行业预收款增加明显

房地产行业预收款一直是比较大的。 根

据万得数据统计，今年三季度末，142家房地

产类上市公司算术平均每家公司预收款为

76.97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57.7亿元上升了

33.4%。 相应时期每家公司的算术平均的净

利润分别为3.83亿元和3.25亿元。

预收款的增加说明房地产行业总体仍

处于较好的发展阶段。 但房地产市场出现

地域上的分化， 主要业务在一二线等热点

城市的公司发展状况仍然良好。 房地产行

业预收款绝对值较大有一定特殊性， 与这

个行业多年来形成的期房销售制度相关，

但总体同比的增加表明今年全年业绩是值

得期待的。

传媒业也是如此。 71家传媒类上市公司

今年三季度末每家算术平均预收款为3.64亿

元， 去年同期为2.79亿元， 同比增长30%以

上。 这也是传媒行业快速发展的表现。 近年

来， 传媒行业在政府的支持下保持了快速稳

定发展，以净利润为例，传媒板块上市公司合

计净利润2013年同比增长26.79%，2014年

同比增长24.13%，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28.93%。 可见，预收款的变化与业绩是相一

致的。

再以光伏行业为例， 今年三季度末该行

业16家上市公司算术平均每家预收款为1.55

亿元，而去年同期为0.75亿元，今年三季度末

同比增加1.06%。 今年前三季度这些上市公

司的算术平均的净利润为1.19亿元，2014年

同期为-1.16亿元。今年预收款大幅增加也将

预示着全年将会有一个良好的业绩。

煤炭钢铁等预收款持续下降

预收款变化也有与上述行业相反的。 如

煤炭开采行业，39家上市公司今年三季度末

预收款算术平均为4.99亿元， 而去年同期为

6.84亿元，下降了27%。

经济增速下降， 高能耗行业受影响比较

大，加之环保力度加大，对煤炭的需求下降，

导致煤炭供过于求，价格不断下降。前些年处

于卖方市场的煤炭已转为买方市场， 卖煤还

要收预收款，几乎不可能的。

再往前追逆，预收款的下降走势很明显。

如2013年三季度末算术平均为8.52亿元，

2012年三季度末为8.97亿元，2011年三季度

末为9.35亿元。 正是这几年煤炭行业从兴盛

转为衰退。 与此相对应的是煤炭行业净利润

的变化，2015年前三季度至2013年同期每家

公司净利润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1.79亿元、

8.93亿元、11.95亿元。

由此， 从煤炭行业预收款与净利润的变

化情况， 就可以对该行业全年业绩有一个大

致的预测。

钢铁行业情况也大致如此。 34家钢铁上

市公司2015年三季度末预收款算术平均值

为15.89亿元，去年同期为18.67亿元，2013年

同期则为21.51亿元，2015年三季度末和

2014年三季度末同比分别下降 14.4%和

13.2%。 三季度预收款数额进一步减少，也意

味着今年全年钢铁行业的业绩不乐观。

参与国企混改 奥瑞金拟受让中粮包装股权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奥瑞金11月9日晚公告， 为发挥各方优

势，实现共赢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

参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的混合所

有制试点改革。 公司与中粮旗下香港上市公

司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906）的第一大股东中粮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就中粮包装部分股份事项签署《股份

买卖协议》。

公告显示，公司将以自筹资金16.16亿港

元受让中粮包装27%的已发行股份， 或在根

据《股份买卖协议》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以自

筹资金14.96亿港元受让中粮包装25%的已

发行股份，每股价格为6港元。

资料显示， 中粮包装为一家投资控股公

司，其附属公司在中国生产食品、饮料及日化

产品等消费品所使用的包装产品， 产品包括

饮料罐、食品罐、气雾罐、金属盖、印铁、钢桶

和塑胶等七大类，在中国大陆拥有完整的产

业布局，在多个细分市场拥有领先地位，为华

润集团、可口可乐、加多宝、达利集团、美赞

臣、上海庄臣、中国石化等知名客户的长期合

作伙伴。 其2014年、2015年1-6月分别实现

净利润34585.50万元人民币、19607.90万元

人民币。

奥瑞金相关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若此次股权转让顺利实施，奥瑞金

有望成为参与红筹混改第一股。 入股中粮包

装，将改善奥瑞金利润结构，避免单一大客户

依赖。目前食品包装行业处于低估，奥瑞金入

股中粮包装， 行业内两巨头整合将提高行业

定价权和话语权，二片罐价格有望走出低谷。

此次收购中粮包装股权是奥瑞金外延式发展

的重要一步， 是公司整体大包装战略的一部

分，未来或将有更多动作。

盛和资源拟逾30亿收购三公司

盛和资源11月9日晚发布重组预案，公司拟以8.5349元

/股非公开发行合计约3.30亿股，并支付现金约2.22亿元，合

计作价30.39亿元收购晨光稀土100%股权（13.2亿元）、科

百瑞71.43%股权（1.89亿元）及文盛新材100%股权（15.3

亿元）。 重组完成后，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上述三家公司

各100%股权。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同时，公司拟向锦图唯一、德溢慧心、博荣资本、铄京

实业、中智信诚、方东和太、和君龙腾一号、永信投资、赖

正建等9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36亿元，用于标的资产文盛新材“年产2万吨陶瓷纤维

保温制品项目” 和“年产5万吨莫来石项目” 、标的资产科

百瑞“6000吨/年稀土金属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支付标

的资产现金对价， 补充流动资金和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

用。 （戴小河）

传统公司跨界影视文化热持续

业绩兑现良莠不齐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在政策红利支撑、 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等

背景下， 影视公司仍是近期资本市场并购的

一大热门， 尤其是一些主营增长乏力的传统

行业上市公司为谋求业务转型纷纷并购影视

公司。不过，跨界并购影视公司的上市公司发

展状况良莠不齐， 一些被并购的影视公司已

经开始为传统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添彩， 也有

一些被并购的影视公司当初令人心动的业绩

承诺并未兑现。

跨界并购持续热门

根据Wind数据统计，去年以来，沪、深两

市与媒体行业相关的并购事件共发生284

起，涉及广告、出版、广播、电影、娱乐等子行

业，交易金额约1514亿元。 其中，影视与娱乐

板块103起，约占四成。 今年1月以来，与媒体

行业相关的并购事件共发生147起， 交易金

额约459亿元，其中，影视与娱乐板块61起，

约占四成。

上市公司跨界并购影视企业持续热门，

如道博股份、东方网络、万好万家等公司主

业均与影视业无关， 属于典型的跨界并购。

道博股份2015年8月27日公告称， 公司全资

子公司浙江强视传媒有限公司向华娱时代

影业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增资1848.5

万元，增资完成后，强视传媒将持有华娱时

代51%股权。

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在业务转型过程中，

跨界并购影视文化产业等业绩表现较好的新

兴业务，能够较快地实现公司业绩增长，相较

于投入资金组建团队开发新业务， 可以称得

上是一条“捷径” 。

业绩兑现有喜有忧

部分传统行业上市公司选择并购影视公

司作为转型突破口，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增长。

中南重工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62137万元， 同比增长18.84%， 实现净利润

8015万元，同比增长45.09%。公司表示，营收

增长主要系本期合并了大唐辉煌12676万元

的营业收入。公开资料显示，中南重工属于工

业机械行业， 公司于2014年3月宣布以10亿

元并购大唐辉煌，进军影视文化行业。

鹿港科技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和

净利润分别为18.8亿元、8777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4.7%和95.62%。公司近年来持续跨界并

购文化影视公司， 上半年来自影视业务的营

收达6371万元，毛利率为44.62%。 电影《大

圣归来》票房创记录，将为公司下半年业绩

添彩。

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并购影业公司后业绩

未见明显改善。 鑫科材料于2015年6月5日正

式持有西安梦舟100%的股权，西安梦舟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亏损9821万元。 当时交易

对方曾承诺，西安梦舟2014-2016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

1.4亿元和1.94亿元，3年累计达到4.34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上市公司在选择影视并

购标的时应着重考察后者的创业团队实力，

只有优质的影视并购标的才能给上市公司带

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中远中海旗下

五家公司将继续停牌

11月9日晚，中国远洋、中远航运、中海集运、中海发

展、中海科技五家公司集体发布公告称，因控股股东中远集

团、 中海集团正在分别筹划下属公司相关业务板块资产整

合事项，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中国远洋、中海集运、中海发展三家公司公告还称，上

述整合事项将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告，由于所涉及事项比较复杂，耗时较长，整合

范围可能同时涉及境内外资产， 目前相关事项正在进行研

究和论证，与监管机构也正在进行不断的沟通。鉴于相关方

案尚存在不确定性，经申请，上述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

2015年11月10日起继续停牌。 （戴小河）

游戏多预计全年营收增3倍多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游戏多 （834054）11月9日发布2015年年度业

绩预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5年挂牌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2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浮

300%以上。

游戏多称，公司多终端媒体业务发展迅速，广告

收入持续增加；公司新开拓的手游直播业务，以及手

游虚拟货币交易业务，提升了对收入的贡献。

游戏多表示， 公司未来将以原有媒体业务为基

础，同时强化服务业务，打造集媒体、社交、直播、交易

为一体的国内领先的移动游戏服务平台。

公司此前的核心业务是多终端手游媒体平台，包

括PC端和移动端，主要盈利模式是广告。 公司未来除

原有业务持续发展外， 将重点发力整合服务型APP，

提供更加多样性的针对游戏用户的服务；发力移动电

竞领域，并将主办大型移动电竞赛事；同时将发力手

机游戏虚拟货币交易领域。

凯瑞德拟收购屹立由公司

将新增互联网加速服务业务

凯瑞德9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北京网数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维云创艺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的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100%股权， 对价为

24862.61万元。交易完成后，凯瑞德将在原来彩票业务的基

础上， 新增互联网加速服务业务， 切实推行多元化经营战

略，增加盈利点。

此前，凯瑞德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将全部纺

织业务相关的资产及部分债权债务出售给德棉集团。 该交

易交割完成后， 公司的主营业务由纺织业务转为互联网彩

票业务等相关业务。

屹立由主要通过整合基础电信带宽出口、 传输或电

路等电信资源， 利用设备资源及自主研发的软件与系

统，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供互联网应用加速服

务。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为超过20家省级ISP提供互联网

应用加速服务， 积累了一批稳定客户， 业务规模逐渐扩

大，业务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股权出让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700万元、2300万元及2800万元， 考核期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6800万元。 （康书伟）

加多宝反诉广药

被最高院终审驳回

11月9日晚，白云山发布公告称，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下达裁定书， 驳回6家加多宝公司针对王老吉商标侵权

案反诉广药集团的请求， 维持早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

事件追溯至2014年5月， 广药集团提起 《民事起诉

状》， 主要诉讼请求为判令加多宝赔偿自2010年5月2日始

至2012年5月19日止，因侵犯广药集团“王老吉” 注册商标

造成广药集团经济损失10亿元； 加多宝在全国的6家公司

均为被告对象。 今年2月，广药集团将原10亿元赔偿金额变

更为29亿元，得到广东高院受理。

随后，6家加多宝公司向广东高院提起反诉，请求广东

高院判令：广药集团赔偿6家加多宝公司经济损失10亿元，

反诉诉讼费由广药集团负担。

2015年5月，广东省高院做出裁决：包括广东省加多宝

食品有限公司在内的6家加多宝企业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

规定，法院不予受理。 随后，6家加多宝又向最高院提出反

诉请求。 10月27日，最高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自2012年5月广药收回王老吉商标后， 广药与加多宝

之间针对商标广告侵权、 不正当竞争以及商品装潢权侵权

等问题的诉讼案件已多达十余起， 根据目前的案件审理情

况，加多宝方面累计被判赔1.7亿元。（黎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