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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将全面启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

□本报记者 王荣

国务院新闻办2月25日举行了工业稳增

长调结构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工信部部长

苗圩出席会议时指出，2016年工信部将全面

启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 ，全力以赴保持工

业经济平稳增长，坚定不移推进化解产能严重

过剩，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持续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五个方面的工作，

其中重点强调了实施“中国制造2025” 的具

体工作。

系列文件有望陆续出台

苗圩指出，2016年工信部将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工业稳增长调结构。 苗

圩提出了五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全面

启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 。

具体来看， 一是正在加紧编制的11个重

点工程实施方案、重要规划、行动计划。二是围

绕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

强基、 绿色制造和高端装备创新五大领域，推

动五大工程。 三是制定 “中国制造2025” 和

“互联网+”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制造业、

“互联网+” 和“双创”紧密结合起来。 四是继

续出台一批配套政策。

工信部制定了2016年的工作计划，苗

圩介绍， 今年重点面向30-50个标志性的

产品和技术，来解决一些基础零部件、基础

工艺、基础原材料和技术基础缺失的问题。

以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为例， 今年重点任务

就是要启动实施飞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

大专项。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方面，今

年大概要筹备建设2-3个国家级的技术创

新中心， 同时还要支持省一级技术创新中

心的建设。

新兴产业成新引擎

“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未

来的希望所在。 ” 苗圩指出，以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用结合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形成，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快速成长。

苗圩介绍，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10.2%， 比工业整体增速快4.1个百分点。

一些重要项目取得近巨大进展，例如28纳米

集成电路已经开始规模量产， 比如说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已总装下线，像高铁、核电

装备开始走出国门，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接

近50万辆。

值得一提的是，重点行业信息化步入集成

应用新阶段，通过这几年努力，大中型企业数

字化设计普及率提高23.5个百分点，主要行业

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超过70%。互联网经济

走在全球前列，信息消费迅速扩大，像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业态已经成

为发展的新引擎。

在下一代通信技术方面，工信部新闻发

言人、 总工程师张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根据总体部署，我国5G基础研发试验将

在2016年-2018年进行， 分为关键技术试

验、 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验证三个阶段进

行。工信部将积极支持国内外企业开展研发

合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共同贡献

力量。

国美操盘整合大戏

三联商社进军安全智能手机产业链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国美打造安全智能手机的梦想在三联商

社这一资本平台上得到落地。 三联商社25日

晚间公告， 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收购德景电子， 同时通过配套融资引

入紫光系、国美系公司成为公司新股东，推动

三联商社从家电零售商向安全智能移动通讯

终端产业转型。 国美控股通过此举，以资本为

纽带， 将紫光展讯科技的手机芯片业务与德

景电子的智能移动通讯终端业务、 三联商社

及国美控股的终端渠道资源进行资源整合，

打通安全智能手机产业链。

大手笔并购转型安全智能手机

根据重组预案， 三联商社拟向沙翔、于

正刚、嘉兴久禄鑫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 购买其持有的德景电子100%股权同时

配套募资。 德景电子作价9亿元，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德景电子全体股东承诺标的资

产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现的经审计

的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8000万元及1亿

元，该业绩承诺不包含配套募资项目所带来

的收益。

三联商社还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为国美系公司国美控股和

三边贸易以及紫光集团下属的紫光展锐，出资

额分别为5亿元、2亿元和2亿元。 募集资金将

用于嘉兴研发中心项目、嘉兴智能终端制造中

心项目、惠州生产线自动化改造项目、自有品

牌建设、营销渠道建设、支付现金对价和补充

流动资金等项目。

资料显示，德景电子为智能移动通讯设备

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除不从事自有品牌推广

外，具备较为完整的移动通讯设备研产销产业

链。 特别是在安全手机领域，德景电子通过近

年来的积累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已研

发出具备检测活体虹膜的手机搭载系统。

2015年11月底， 航天科工定制的1000台行业

安全手机已交付客户。

从三联商社此次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以

看出，品牌和渠道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国

美未来将打造自主品牌的安全智能手机。

抢占安全手机百亿市场风口

手机制造领域厮杀激烈，已渐成红海，行

业内企业大部分陷入亏损境地。 国美方面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美此举并不是投身已经成为红海的普通智

能手机领域，而是选择从安全智能手机这一红

海里的蓝海进行突围。

安全智能手机需求来自于近年来日益严

峻的信息安全形势， 特别是随着移动办公一

体化的迅速推进，手机会承载大量涉密信息，

这将带来潜力巨大的国产安全手机市场。 此

外， 考虑到安全智能移动终端的消费周期及

更新要求， 安全智能移动终端具有广阔市场

空间。 据研究机构测算，安全智能移动终端的

市场规模将超过120亿元，并将以每年30%的

速度增长。

国美控股智能手机制造板块总裁、同时兼

任三联商社董事长的何阳青表示，安全智能手

机的风眼已经形成，未来3-5年将会是从智能

手机向安全智能手机更新换代的又一轮风口，

因此三联商社决定进入安全智能手机领域。

国美将通过此次三联商社重组， 实现资源整

合，将独立芯片供应商、整机制造商、渠道销售

商等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通过资本纽带进行

“绑定” ，各自发挥其优势，以实现其布局国产

安全手机、构建移动信息安全产业生态圈的战

略构想。

具体而言，三联商社此次收购的德景电子

已研发生产出了拥有国产安全芯片、能够实现

手机数据加密并搭载安卓和元心双系统的安

全智能手机。

决定智能手机安全与否的关键在于芯片

及系统。 三联商社此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紫光展锐则为全球芯片龙头企业紫光集团旗

下公司。 目前德景电子是展讯通信的首发客

户，在货源供应、应用技术研发、设备检测等方

面获得了展讯通信的支持，极大地缩短了新品

研发周期。

作为三联商社智能安全手机转型操盘者

的国美控股强项则在于品牌与零售渠道领

域。作为国美控股重点打造的六大板块之一，

智能手机板块已经在国美控股层面被寄予厚

望。 何阳青表示，国美手机将以“国美+紫光

展讯+德景” 组成， 以安全智能手机为切入

点，以构建安全智能生态圈为目标，将国美手

机品牌打造成“安全智能生活服务” 领域的

领军品牌。

除资本纽带外，国美控股、紫光展讯及德

景电子三方日前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 三方将从研发和制造安全移动终端产

品、推进智能家居产业化、提供安全信息和数

据服务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电影票房56天过百亿

上市公司逐鹿 票房竞争白热化

□本报记者 蒋洁琼

2月25日晚间，华谊兄弟发布2015年业绩

快报，称公司2015年实现总收入39亿元，同比

增长63.3%， 实现净利润9.8亿元， 同比增长

9.39%。其中，影视娱乐版块16部电影，2015年

创造了43亿元的票房收入。

艺恩票房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18:20，

全国电影票房已达到101.97亿元，不到两月票

房收入已达去年票房总额的23%，已经超过了

2010年全年票房的101.72亿元。 事实上，在已

上映的多部影片中， 能看到上市公司的身影。

新年伊始，影视市场便如此火爆，2016年票房

竞争或将日趋白热化。

刷新五大纪录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的票房刷新了五

大纪录，分别是单日票房纪录、春节档票房纪

录、情人节档票房纪录、单周票房纪录和单月

票房纪录。

大年初一，由于《美人鱼》、《西游记之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三部IP大片

同时上映， 业界普遍预计当日票房会创新高，

但意料之外的却是单日6.44亿元的票房，刷新

了2015年7月18日创造的4.35亿元的票房纪

录。 其中，《美人鱼》以29.43亿元累计票房排

名第一。 作为发行商之一，光线传媒于2月14

日晚间公告表示， 截至2月14日12时，《美人

鱼》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不完全统计票房已超

过16亿元， 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50%。

春节档六天票房约30.37亿元， 同比增长

69%， 平均每天超过5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2016年之前， 单日票房达到4亿元以上的仅

2015年7月18日、7月19日两天。

2016年情人节档，三部爱情片《奔爱》、

《高跟鞋先生》、《谋杀似水年华》 创造出单

日6.02亿元的票房， 仅次于大年初一的6.44

亿元票房， 排在中国票房历史的第二位。 其

中， 华谊兄弟参与了影片 《奔爱》 的制作，

《谋杀似水年华》的制作团队中有万达、电广

传媒的身影。

上个单周票房纪录为2015年年度第29周

的17.81亿元，而2016年2月8日-14日这一周，

36.39亿元的票房创造出新的周票房纪录，同

比增长104%， 单周票房直追2016年1月整月

全国票房38.51亿元。

尽管2016年2月尚未结束，现有的票房却

已经超过了原纪录即2015年7月的55.06亿

元。 截至目前，2月已经实现累计票房63.46亿

元，刷新票房历史月纪录。

上市公司逐鹿

新年伊始，影视市场便如此火爆，2016年

票房竞争或日趋白热化。 截至目前，《西游记

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澳门风云3》分别

实现累计票房10.93亿元、10.28亿元。 日前与

当代东方达成战略合作的微影时代同时现身

于《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制作和发

行团队，与三七互娱战略合作的星皓影业也是

该片的制片商之一；《澳门风云3》 则是博纳

影业集团参与制作和发行的影片。

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2016年片单，IP电

影、明星驱动等各类标签助力票房。 华谊兄弟

2016年首批片单里包括外语片 《魔兽》、《摇

滚藏獒》、《我叫李雪莲》、《罗曼蒂克销往

史》、《封神传奇》、《前任3：颜值大作战》等。

其中由冯小刚执导的 《我叫李雪莲》 是其自

《一九四二》 之后再度带来的人文关怀影片；

《魔兽》为华谊参与的好莱坞大片，该同名网

游在全世界拥有众多忠实玩家。

CBO中国票房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3月

将有33部影片上映， 包括知名IP电影 《叶问

3》、《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笔仙诡

影》、《笔仙撞碟仙》等。

分析人士表示，万达院线作为唯一一家院

线上市公司，将继续分享行业票房快速增长的

红利。 同时，当代东方等布局院线业务的上市

公司，以及多家参与本次春节档影片投资的上

市公司或将受益。

不过，尽管上市公司在影片投入上摩拳擦

掌，有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票房增速或很难再延

续高增长，未来三年内，电影制作方将依赖内

容取胜， 而渠道方除了扩大市场份额以外，爆

米花经济和周边商业环境将是其重要出路。

大爆发并非偶然

新年以来，电影市场大爆发并非偶然，具

体看来， 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院线和银幕的快

速增长、影片档期选择趋于科学、影片品质提

升、互联网售票助力等。 据中国电影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刘浩东介绍，2015年全国新增银幕

8230块，其中超过六成布局在三四线城市。他

认为， 三四线城市是今年春节档票房增长的

主要来源。

互联网售票的以其强大的市场占有率证

明了其实力。微影时代数据显示，大年初一，仅

“微票儿” 、“格瓦拉” 两个平台便贡献2.5亿

元票房， 占比达38.2%， 其中预售票达300万

张，预售份额达46.2%。

不可否认的是，新年以来票房市场的大爆

发中，IP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超级IP并非

票房的绝对保障。由著名漫画改编而来的《火

影忍者剧场版：博人传》上映8天获得了累计

8192万元的票房收入；《卧虎藏龙： 青冥宝

剑》上映7天获得累计1.96亿元的票房收入。

经过了春节档的票房盛宴之后，市场开始

趋于理性， 前期IP主题投资的狂热已经不再。

业内人士表示， 从产业的角度而言，IP对产品

的成功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一部电影的

成功是多方面的，内容、档期、景气度等都是决

定其是否成功的关键，而IP只是其中一环。

国际油价低迷

航空股业绩喜人 化工板块步入重灾区

□本报记者 刘杨

目前，纽约和布伦特原油价格较2014年6

月的阶段高点均已下跌逾66%，从每桶100美

元上方一路跌破30美元，熊市格局尽显。 原油

价格下跌也对A股航空、化工等上市公司带来

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原油价格下跌对石化产

业链中的下游企业、航空业、汽车企业等形成

利好，而对煤化工、新能源汽车等替代能源业

构成利空。

航空板块业绩报喜

受益于国际油价持续走低，A股航空类上

市公司因航油成本大幅降低， 其2015年业绩

整体上涨。 在Wind申万航空运输板块中，7家

航运企业已有4家披露年度业绩预告，全部实

现盈利。

银河证券研报分析， 航油成本一直是航

空类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的大项， 目前航空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航油成本一般占比约

40%左右，远高于折旧及人力成本等，因此航

油价格的波动不可避免地造成公司盈利大幅

波动。 另外， 基于航空业存在典型的油价周

期，同时目前航空业供需格局较为平稳，因此

中国航空业因油价下跌导致的行业景气度将

进入上升周期。

公告显示， 南方航空预计公司2015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110%至

130%；吉祥航空亦预计，公司2015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130%至160%； 春秋航空同样预计

2015年年度上市公司归属于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50%至60%。 多家公司表示，航空燃油价

格处于相对低位是航运市场总体保持较高增

长的主因。 而境内外商务及旅游活动的增长，

也使得航空市场整体的需求相较于去年同期

有所抬升。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燃油成本作为航空

航运业的主要成本，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行对

行业形成利好。 此外，持续低油价还会提振

投资者购买汽车的积极性，汽车板块也会获

益；而化肥、塑料等石化产业链中的企业，持

续走低的油价同样能帮助这类企业降低运

营成本。

化工行业遭冲击

由于原油是化工行业的初级原料之一，

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挫对下游石化产品价格

带来较大的冲击。 Wind统计显示， 剔除化

肥、化纤、塑料等公司，A股化工板块200逾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但净利润实现增长的

仅有5家上市公司，其余全部亏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赵亚赟分析认为，能源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

再度显现，油价下跌趋势将延长。

对中国经济而言，赵亚赟认为，一方面

虽然能源价格下跌可以降低一些企业的生

产和运输成本；但另一方面也导致物价持续

下跌， 抑制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也

让一些消费者对购买价格不断下跌的耐用

品持观望态度。 整体来看，油价下跌对中国

经济偏利空。

中债资信化工行业分析师唐冰则表示，

化工行业整体利润下滑将成常态，受持续低

油价拖累，国内油企也难独善其身。 中石油

2015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预减60%-70%，

中海油服预计2015年净利润同比减少85%

左右。

白云机场

将公开发行35亿可转债

□本报记者 黄悦

2月25日，白云机场在中证网举行网上路演，就公

开发行35亿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公司高管与投资者

展开交流。 据悉，白云机场可转债总规模为35亿元，票

面利率不超过2%，资金将用于白云机场航站区扩建工

程项目。 公司表示，扩建工程启用后，目前制约公司发

展的产能瓶颈将得到有效改善， 将为白云机场的国际

枢纽建设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础。

记者在路演现场了解到， 机场T2航站楼经营管

理、国企改革进程及发展战略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公司表示，机场行业本身具有投资金额大、投资回收期

长的特点，公司将以T2启用为契机，通过加大市场营

销力度增加业务量提升业务收入，严控建设成本、科学

规划商业资源，努力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并通过转型优

化，促进公司管理体制的转变。 目前，白云机场已聘请

专业咨询公司对T2商业进行初步规划，将采取多种手

段提升商业价值。

对于非航业务的进展，公司表示，白云机场正在

发展跨境电商相关业务，已经陆续引入了中远空运、

汇通天下、 威时沛运、 易江南等10多家电商物流企

业，业务涵盖母婴、百货、水果、海鲜等多个品类跨境

业务。 公司打造了 “白云机场海鲜养殖和转运中

心” ，开启“存储-养殖-同城运输” 一条龙服务模

式， 与澳大利亚最大的龙虾加工出口商共同打造的

澳洲海鲜仓已经落地， 该项目为中澳自贸协定签署

以后广州市空港经济区首个落地的跨国合作项目；

另外京东商城、白云机场、易江南公司三家联手成立

了国内首家跨境生鲜水果自营仓， 实现了进口水果

第一时间配送。

有投资者询问国家推行国企改革对公司的影响及

改革计划，公司总经理马心航表示，白云机场将积极落

实省政府、省国资委对改革的统一部署与指导，结合省

机场集团与白云机场的实际情况，推进企业改革，目前

公司正在部分二级单位通过“一企一策” 的方式推进

相关的改革优化方案。 此外，公司董秘戚耀明表示，未

来公司将在内外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适时启动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方面的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35亿白云转债将向公司A股股东

优先配售，其中，白云机场控股股东广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承诺认购14亿元， 优先配售余额部分将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售申购。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公司募集

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价格交易

均价。

白云机场保荐人代表乔娜表示， 采用可转债方式

融资主要是考虑到白云机场扩建工程航站区工程投资

规模较大，需以股债结合方式筹集资金；可转债融资可

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财务杠杆作用；相对于股

权融资和纯债融资， 可转债可以平滑对公司财务指标

的摊薄效应。

航空公司

加强自有渠道销售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日，国家民航局下发《关于国内航空旅客运输

销售代理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严禁销售代理企

业向旅客额外加收客票价格以外的任何服务费。 与此

同时，国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将机票代理费用

降至零。 分析人士指出，除了规范机票代理市场外，航

空公司此举主要是为了提升机票直销比例。 由于国资

委对各家航空公司直销比例和代理费降幅有一定的规

定，随着达标时间点的临近，各家航空公司提高直销的

决心坚定。

不得加收服务费

《通知》要求，航空运输企业委托销售代理企业销

售客票， 要合理确定客运手续费基准定额， 可适度浮

动。 销售代理企业不得向旅客额外加收客票价格以外

的任何服务费， 不得通过恶意篡改航空运输企业按规

定公布的客票价格及适用条件、捆绑销售等违规手段，

侵害消费者和航空运输企业权益。《通知》还要求，加

强对国内航空运输市场价格监管， 严肃查处销售机票

加收服务费等违法行为， 维护航空运输市场价格和销

售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与监管部门的文件呼应，海航、国航、东航、上航、

香港航空5家航空公司即先后宣布国际及地区客票代

理手续费降为零。 而南航去年早已宣布将机票代理手

续费将为零。

业内人士指出， 此前航空公司对机票代理的手续

费一般被称为“3+X” 制度，机票代理人的主要收入来

源为3%的代理费(也称基础返点)和完成一定的售票量

后航空公司给予的销售奖励。 随着各家航空公司降低

代理费用，中小机票代理商将面临一轮洗牌。随着互联

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技术上航空公司目前已

经具备了提升直销比例的能力。同时，客票代理费用降

为零后，航空公司销售费用有望明显降低。

加强低价票渠道管理

除了将代理手续费一降到底外， 不少航企还加强

了对低折扣价格机票销售渠道的管理。 南航近期在官

方微信上打出了“4折以下机票只在南航官网” 的广

告，并指明南航官方渠道包括南航官网、APP、官方微

信，这些低折扣机票主要覆盖国内航线。

业内人士指出， 南航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官网

销售渠道，提高机票直销比例。 另一方面，2015年2月，

中央纪委在巡视南航之后，南航在整改报告中提出，将

着力提升直销比例，降低对代理人的依赖度。机票价格

仍是大多数乘客出行时首要考虑因素，因此，南航此举

将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升直销比例。 后续不排除有航

空公司跟进。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航空公司短期内难以大

幅提升直销比例。 提供机票比价、 预定一站式服务的

OTA平台仍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目前代理人销售市场

份额70%以上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而航空公司提升

直销比例的同时， 也不得不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平台软

硬件建设、客户维护、售后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