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公司2015年业绩预告情况

证券简称

业绩预

告类型

业绩预告摘要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11月以来股价

涨跌幅（%）

*ST

新都 续亏 净利润约

-2500

万元

～-2000

万元

95.55

—

*ST

舜船 续亏 净利润约

-25

亿元

～-19

亿元

-38.28

—

*ST

沪科 续亏 预计

2015

年度可能亏损

17.12

*ST

云网 续亏 净利润约

-10000

万元

～-8500

万元

87.57

—

*ST

建机 扭亏 预计净利润为盈利

13.33

*ST

国通 扭亏 预计将实现盈利

4.67

*ST

霞客 扭亏 净利润约

8100

万元

～11000

万元

110.61

—

*ST

阳化 扭亏 预计实现扭亏为盈

5.13

*ST

南纸 扭亏 预计净利润为正数

20.90

*ST

金化 扭亏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累计净利润为正

17.73

*ST

光学 扭亏 净利润可能实现盈利

21.05

*ST

皇台 扭亏 净利润约

500

万元

～1000

万元

125.45 9.12

*ST

融捷 扭亏 净利润约

500

万元

～1000

万元

112.13 26.43

*ST

华赛 扭亏 净利润约

300

万元

～700

万元

106.46 2.71

*ST

元达 扭亏 净利润约

0

万元

～2000

万元

106.13 22.77

*ST

松辽 扭亏 预计将实现扭亏为盈

6.43

*ST

申科 扭亏 净利润约

1300

万元

～1700

万元

144.74

—

*ST

狮头 扭亏 预计将实现盈利

12.03

*ST

成城 不确定 净利润可能发生大幅度变动

11.70

*ST

中昌 不确定 净利润不确定 —

*ST

秦岭 不确定 本年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增长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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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保壳大戏又起

23家*ST公司有望摘星脱帽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临近年底，ST公司又开始为摘星脱帽

而奔忙。根据Wind数据，沪深A股共有49家

*ST公司，在三季报中预测2015年度将实现

扭亏的有14家，另有9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

已实现盈利。如果没有触及其他可能导致退

市风险的规定，这23家*ST公司明年将有望

摘星脱帽。

有喜有忧

具体来看， 在14只预计扭亏的*ST股

中，*ST申科、*ST霞客、*ST皇台、*ST融捷、

*ST元华、*ST华赛等公司预计2015年全年

业绩将同比翻番，保壳胜利在望。

*ST融捷预计2015年实现净利润500万

-1000万元， 同比扭亏为盈。 公司表示，

2015年度锂电设备业绩稳步增长， 下半年

进入交货高峰期； 且公司电子书包业务

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交货， 对全年业绩有

积极的贡献。 此外，公司于2015年5月完成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到位后偿还了全部银

行贷款，大幅度降低了财务费用。

与有望保壳公司的命运不同，*ST舜

船、*ST新都、*ST云网、*ST沪科等6家公司

因为连续两年业绩亏损且预计2015年度续

亏，面临暂停上市风险。

*ST舜船预计2015年度净利润亏损

19-25亿元。 而公司2014年净利润亏损18

亿元。由于遭证监会调查、债务危机爆发，加

之重组失利，*ST舜船暂停上市风险加剧，

目前公司正在停牌研究危机处置方案。

共有1060家上市公司在三季报中预告

了2015年全年业绩。其中，2014年业绩出现

亏损且预计2015年继续亏损的有33家。 这

33家公司“披星戴帽”已进入倒计时。

各显神通

为了避免退市的厄运，*ST公司近期各

显神通，掀起新一轮的“保壳大战” 。 其中，

资产出售、大股东支援、资产重组和政府补

贴，仍是不少公司保壳的主要手段。

*ST申科就是通过出售子公司资产实

现扭亏的。 公司通过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

申科滑动轴承有限公司100%股权，预计可

实现收益约4200万元。 不过，公司表示，前

提是资产处置能够在年末前完成并达到预

期收益。否则，公司2015年度全年业绩预计

亏损2500万元左右。 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外

经济整体低迷的影响， 机械行业受到巨大

的冲击。

*ST新亿11月9日公告称，公司被新疆

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即时实施破

产重整，公司预计12月7日起停牌，直至法

院就重整计划作出裁定后公司将按照规

定申请复牌。 随着破产重整提上日程，市

场对公司保壳战预期强烈，公司股票11月

涨幅达23%。

资产重组无疑是众多ST公司的共同选

择。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共有16家ST公司进

行了资产重组。 其中，*ST天化、*ST南纸、

*ST金化和*ST国通已经顺利完成重组；

*ST中鲁、*ST申科折戟。 此外，还有13家ST

公司目前正停牌筹划重组。

有着国资背景的ST公司在 “保壳大

战” 中显露出优势。 深陷亏损泥淖，退市风

险迫在眉睫的*ST川化今年10月底公告称，

已经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化工控股来函

获悉，四川省国资委拟将持有的四川化工控

股100%产权无偿划转至四川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存资产注入预期。

有着“宁夏第一股” 之称的*ST广夏在

经历多年停牌整顿和几次重组失败后，如今

也有望迎来新生。 向*ST广夏注入宁东铁路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已获证

监会有条件通过。宁东铁路主要从事煤炭铁

路运输服务，2012年至2014年分别实现净

利润3.43亿元、3.12亿元和1.57亿元。

新招频出

除了传统手段外，许多公司在今年的保

壳大战中还采用了新玩法，如一些公司采取

更换大股东、低价甩卖亏损资产等方法。

ST景谷11月9日晚宣布“易主” 事项，

当地国资委计划放弃这个上市平台。公司第

二大股东景谷森达将其持有的3203万股ST

景谷股份以25.37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小康

控股，转让价格总计8.13亿元，小康控股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ST古汉年初公告称，紫光集团与启迪

科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启迪科服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 启迪科服拟出资近2.5亿

元参与公司定增计划，助力*ST古汉扩大核

心竞争产品的产能。 今年三季报，*ST古汉

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前三季净利润

3149.88万元，每股收益0.14元。 *ST古汉有

望保壳成功。

*ST海龙11月3日发布重大资产出售报

告书称，公司将除博莱特51.26%股权、对博

莱特负债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打包”出

售，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1元。 新入主的兴

乐集团对*ST海龙进行“腾笼换鸟” ，在剥

离亏损资产的同时， 公司10月份筹划重大

重组停牌，拟收购医疗器械行业相关资产。

分析认为，退市压力下，重组保壳步伐

将加快。 今年跨年度行情中，对ST股可以从

两方面布局：一是三季报已实现或预计业绩

扭亏的ST股；二是一些有国资背景的ST股。

中国石化拟发行200亿公司债补充流动资金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中国石化11月16日晚公告，公司拟于11

月19-20日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为200亿元， 票面金额为100元，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 品种一为3年

期，债券简称为“15石化01” ，上市代码为

“136039” ，初始发行规模为130亿元，票面

利率询价区间为2.8%-3.8%； 品种二为5年

期，债券简称为“15石化02” ，上市代码为

“136040” ，初始发行规模为70亿元，票面利

率询价区间为3.0%-4.0%。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11月 18日

（T-1日） 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

根据询价结果于11月19日（T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

利率。

本期债券两品种间可以进行双向回拨，

回拨比例不受限制。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起息日为11月19日，付息日为品

种期限内的每年11月19日。

公司表示，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上

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

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届时，债券持有人可

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质押等操作。

加速国际化布局

得利斯拟收购澳洲牛肉公司45%股权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在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两个多月后，得

利斯将于11月17日复牌。 根据公司披露的重

大资产收购及增资预案， 得利斯拟以增资及

受让股权的方式收购澳大利亚大型牛肉生产

销售集团Yolarno� Pty� Ltd公司45%股权，

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从而实现国际化布局，

并从猪肉市场跨入高端牛肉市场。

落子澳洲进军牛肉产业

得利斯是一家以生猪屠宰， 冷却肉及冷

冻肉、 低温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主营业务

的大型猪肉食品综合加工企业，2010年1月

在深交所上市。 此次拟收购的标的Yolarno

公司，为澳大利亚的大型牛肉屠宰、加工、销

售公司，拥有每天1200头牛、每年30万头牛

的处理能力以及每年1万吨可直接零售产品

的包装能力，产品供应给50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多家客户，与澳大利亚连锁超市巨头Al-

di、Coles、Costco以及麦当劳、味千拉面、海

底捞火锅等餐饮企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创立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猪肉产业的得利

斯，选择进军高端牛肉产业正是看到了国内

快速增长的牛肉需求。 有券商研究报告指

出， 中国牛羊肉消费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未来牛肉行业有接近5000亿元的需求容量。

与猪肉产业相比，牛羊肉领域竞争仍处于初

级阶段，尚未出现全国化领导品牌，品牌化、

冷鲜化都刚刚起步。 现阶段制约国内牛肉企

业规模壮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牛源问题， 国内

资源禀赋的差距决定了未来竞争成败在于海

外布局。

目前中国牛肉供应对外依存度约为

50%，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澳大利亚作为中

国最大的牛肉供应国， 占中国进口牛肉市场

的50％以上。 根据中澳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

协议，10年过渡期后， 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

牛肉平均税率将由目前的15.5％降为零。 随

着牛肉关税将逐步取消， 澳大利亚质优价廉

产品竞争力将逐步增强。

协同效应提升盈利能力

得利斯表示，此次收购恰逢当前澳元对人

民币的汇率处于近年来的最低位，标的公司的

估值因汇率问题更为合理，也为公司以较合理

成本进军海外牛肉产业提供了重要机会。

公司称，通过收购经营能力良好、拥有优

质牛肉产业链的相关资产， 将实现国外优质

牛肉上游资源和进出口业务渠道的战略布

局。 标的公司产品可以通过得利斯的营销网

络进入国内高端牛肉市场， 丰富公司的产品

种类和盈利增长点， 同时也将为得利斯产品

进入国外市场开辟渠道。 伴随着对优质牛肉

资源控制力的增强， 结合已具备的生猪屠宰

加工、肉制品制造、物流配送及终端销售一体

化经营的全产业链布局， 得利斯在肉类领域

的产业规模将大幅增加， 盈利能力也将进一

步提高。

近年来，受生猪价格波动、市场竞争激烈

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得利斯盈利增长面临困

局。从公开披露数据看，2013年、2014年公司

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948.59万元和3519.52万元， 分别同比降低

14.73%和10.87%；2015年上半年业绩较上

年同期继续降低17.49%。

标的公司在较高的负债率水平下，2014

财年和2015财年仍分别实现净利润1622.08

万澳元和2533.78万澳元。 得利斯表示，通过

对标的公司增资，将明显改善其资本结构，并

通过整合上游原料供应渠道和扩大现有产

能，提升其持续盈利能力。

中国神华前10月煤电同比双降

中国神华11月16日晚发布10月经营数据。 1-10月，公

司商品煤产量2.34亿吨， 同比减少9.2%； 煤炭销售3.05亿

吨，较去年同期下滑18.8%。 1-10月，公司总发电量1864.9

亿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下滑3.3%； 总售电量1735.1亿千瓦

时，较去年同期下滑3.4%。

煤化工方面表现较好，1-10月， 中国神华累计实现聚

乙烯和聚丙烯销售量分别为272.9千吨和263.9千吨， 同比

分别增长23.2%和17.8%。

公司同日还公告称，公司神皖庐江电厂新建项目获得安

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 项目将建设2×660兆瓦超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动态总投资约49.72亿元。（张玉洁）

实际控制人部分债务违约 云维股份称不会影响公司运营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云维股份实际控制人、 公司 “11云维

债” 担保人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1月

12日发布《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云维股份11月16日晚

发布相关公告进行说明， 并称煤化集团发生

部分债务违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云维股份公告称，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

行、 煤炭产能释放及煤化工产能过剩等因素

影响，煤炭、煤化工行业景气度下降，煤化集

团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 持续出现经营亏

损；与此同时，公司融资规模持续增长，现金

流压力较大，资金链紧张，出现未能清偿到期

债务的逾期情况。 截至2015年10月30日，煤

化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债务逾期13.05亿元，其

中，信托融资6.43亿元、信用证3.42亿元、融

资租赁2.07亿元、银行贷款0.76亿元、银行承

兑汇票0.20亿元、委托贷款0.16亿元。

公告介绍，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煤

化集团面临的困难，提出了“通过债务重组、

建立深化改革资金池， 最大程度降低债务成

本，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以引入战略投资者、

业务分拆、资产证券化为手段，通过业务重组

盘活煤化集团的优质资产，改善经营情况，实

现现金流平衡” 的总体工作思路。

云维股份表示， 煤化集团发生部分债务

违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煤化集团为公司公开发行的“11云维债” 提

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分众传媒借壳七喜控股获批

七喜控股11月16日晚公告，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获得证监会有条件通过。 公司股票11月17日复牌。

七喜控股11月11日曾公告，分众传媒借壳一事获得商

务部原则上同意。 分众传媒将成为首家从美股退市再登陆

A股的公司。

根据七喜控股此前公告，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支付现

金和发行股份的方式，与分众传媒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完成后，分众传媒将实现借壳上市，Media� Management�

（HK）持股比例将达24.77%，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江南

春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欧阳春香）

永安期货拟定增充实资本金

永安期货（833840）11月16日发布股票发行预案

称，为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改善股东结构，公司现拟引

入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拟向

其定向发行3.5亿股，发行价格确定为3.89元/股。

同时， 公司拟向除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

其他股东以3.89元/股的价格定向发行股份，发行股份

合计1亿股。 其中，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新

发行股份2,621.03万股， 浙江省协作大厦有限公司认

购新发行股份2,184,19万股，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认购新发行股份2,184.19万股， 杭州美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新发行股份1283.13万股，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银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认购新发行股份552.36万股。

公司同日还公告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司拟向符

合条件的员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对应的增发股票数量为6880万股， 价格为3.89元/股。

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67632亿元。持

股计划设立后将委托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张玉洁）

中国中冶

前十月新签合同额3035亿元

中国中冶11月16日晚公告， 公司2015年1-10月份累

计新签合同额3035.5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其中

新签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270.31亿元。

公告显示， 公司10月份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

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共计4项， 分别为河北鑫久源

国际酒品包装文化产业园项目、 印尼西爪哇省高速公路项

目、 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不锈钢连铸坯

及其配套2X150MW火力发电建设项目、 浙江华农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安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建设， 上述项目金

额合计53.4亿元。（张玉洁）

中国中车

9月以来揽下146.3亿元合同

中国中车11月16日晚公告称， 公司于2015年9-11月

期间签订若干项重大合同， 合计金额约146.3亿元人民币，

约占中国会计准则下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的12.2%。

这些重大合同主要包括： 公司旗下四家子公司与中国

铁路总公司签订总计约109.8亿元人民币的机车销售合同；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与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约19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苏南车电机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西安永电金风科

技有限公司， 与新疆金风科技签订总计约12.7亿元人民币

的风力发电机组销售合同；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与中国铁路

总公司签订约2.6亿元人民币的客车销售合同；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与中国机械进出口 （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约1.2亿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约1亿

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此外，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和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及其新加坡分公司组成联合

体，与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签订约6.2亿元人民币的地铁

车辆销售合同。（张玉洁）

山航B出清青岛航空20%股权

□

本报记者 董文杰

11月16日晚，山航B公告称，公司将所持

青岛航空全部20%股权转让给新南国际。 此

次股权转让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青岛航空股

权。 本次交易预计给公司带来约4300万元投

资收益，预计增加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利

润约4300万元。

青岛航空是2013年7月成立的由南山集

团控股55%的民航公司。 2015年9月，第二大

股东青岛城投集团通过挂牌转让的形式，将

所持青岛航空25%股份转让给了南山集团。

2015年9月11日-10月15日， 山航以不低于

人民币2.008亿元的价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及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

青岛航空全部20%股权。挂牌公告期内，仅新

南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报名意向购买、

缴纳保证金并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资

格审查。 目前，双方已经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正在办理产权交接和权证变更手续。

受让方新南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法人

股东为龙口新南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

控制人为宋作文。 宋作文同时持有南山集团

49%的股份。目前，南山集团的航空产业包括

南山公务机有限公司、南山航空学院、青岛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欲打造集航空教育、航空运

输、航空材料、飞机制造、航空服务为一体的

航空产业链。

永利带业拟募资收购炜丰国际

永利带业11月16日晚公告， 公司拟向不超过5名符合

规定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20,000,000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5,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于收购炜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 其中，收购炜丰国际100%股权预计投入募集资

金125,000万元，剩余部分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股票发行

期首日，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后，按照相关规定，根

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史佩浩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

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

交易对方承诺，炜丰国际2015年度至2018年年度扣除

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港币13,434.3万元、16,

121.1万元、17,708.8万元、19,540.8万元。（王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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