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防军工产融年会召开

姚峰：军工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潜力大

□本报记者 张玉洁

2016年3月25-27日，中国国防军工产融年

会在京召开。 年会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举办，十一

大军工集团协办， 中上协国防军工行业委员会

和金融服务委员会联合六大券商共同承办。

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理事

长、原总参谋长助理杨志琦在致辞中指出，当前

正在进行的国防军队改革， 在我国国防军队发

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作为我国军队

现代化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军工集团将在今

后的国防事业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希望

今后包括军工行业在内的更多的上市公司能够

积极支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工作。

中上协党委书记、 执行副会长姚峰致辞指

出， 我国军工集团总体资产证券化率大约平均

为25%，潜在空间巨大。 军工上市公司掌握着大

量高精尖技术，汇集着大量优秀人才，具有良好

的公司治理和前瞻的管理团队， 并且又有国家

的财政大力支持， 企业发展前景和业绩增长可

期。 因此国防军工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对接的

潜力巨大。 中上协作为上市公司的自律服务组

织， 重要的职责之一是为会员和社会各相关方

面搭建平台， 此次年会就是根据国防军工行业

特点和国防军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快速发

展的迫切需要，整合各方资源，为上市公司会员

和社会各相关方面搭建一个政策传导、 信息沟

通、项目对接、产融结合、军民融合和投资者交

流的平台。

此外， 年会还举行了中上协与中证指数公

司的国防军工指数合作开发备忘录签字仪式，

以及中上协、中证指数公司与银华基金、中军金

控投资公司的国防军工指数授权使用备忘录签

字仪式。

军民融合有望提速

□东吴证券 陈显帆

军工产业发展和军民融合主题再次站上风

口，军民融合将全面提速，有望成为下一个万亿

级别跨年度的投资主题。

3

月

16

日，国防科工局印发了《

2016

年国防

科工局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 十三五规划

纲要提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十三五”

期间中国要上

100

个大项目， 其中约有

40

个大

项目涉及军民融合。 例如：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国

家网络空间安全，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飞

机研制，北斗遥感卫星商业化等。

这

40

个涉及军民融合的大项目旨在加快军

工体系开放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 鼓励民营企

业与军工单位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军民融

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预计会掀起军工集团

改革、民参军热潮。越来越多的单位享受到军民

融合带来的“制度红利”，由过去的“要我融”主

动向“我要融”转变。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投资者可关注“军工集团改革”和“民

参军”主题。

首先，“民参军” 已成为军民融合重点方向。

目前，我国已经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

企业超过

1000

家，其中已经实现军品收入和存在

具备与军方合作条件的上市公司超过

100

家。 而

按照整体目标和时间节点，

2016

年将重点推进建

立国防知识产权制度、制度竞争性采购规章制度

以及配套法规等。

32

项“民参军”措施任务于

2017

年底全部完成。民参军政策的核心目的就是引导

优秀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源进入军品科研、 生产、

维修的各个领域， 从而推动军工产业的升级，为

铸造强军“利器”提供物质技术的支持。

其次， 军工集团改革和科研院所改制是

“军转民”的长期任务。 《专项行动计划》提出，

推动军工设备设施开放共享，推动航天资源和

数据共享。 加强国防科技平台的共享和交流。

扩大信息共享。 实施军民标准通用化工程。

对于十大军工央企而言， 除涉及国家安全

核心机密部分要保持国有独资外， 其他民品部

分完全可以放开，推行股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

再者，发展融合产业，服务稳增长调结构。

未来推动军工产业融合的重点领域是： 核、航

天、航空、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以及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和产业。 利用军工优势发展和支持

相关项目的立项实施，可以有效推动项目纳入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相关规划。 信息化是现阶

段军民融合的现实需求，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特点是投资量大、投资周期长、通用性强的特

点，也更具有军民共用的性质。 在此背景下，看

好军民两用集成电路、航天航空、海洋工程等

高端产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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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莱拉2015年净利润增长超四成

收购康琪莱拓展精准医疗产业

□本报记者 黎宇文

赛莱拉（831049）近日公布了2015年年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81.66万元，同比

增长58.57%；实现净利润1791.72万元，同比增长

43.97%。 公司还公告，拟出资3180万元收购广州

康琪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该笔收购

将与公司现有的干细胞、健康管理、新药研发等

业务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干细胞相关业务快速增长

2015年，赛莱拉健康管理收入大幅增长。 年报

显示，2015年，公司健康管理收入增长至2755.62万

元， 营收占比为31.74%； 干细胞产品收入增长至

3487.8万元，营收占比为40.17%；与干细胞及健康

管理相关的创新业务合计营收占比已超过了70%。

在细胞存储和治疗方面，公司已和华侨医院及

中山大学口腔医院达成合作， 今年将推出相关服

务。 其中，公司与华侨医院已合作开展角膜损伤的

干细胞新药研发；与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在牙源

性干细胞资源库建立、牙源性干细胞体外诱导分化

及牙体组织体外重建等方面开展独家合作。

同时，公司的干细胞医疗器械产品“医药敷

贴”目前已拿到生产许可证，正进行产品注册，今

年有望推向市场；公司总部的健康管理中心目前

已经落成， 常规检测和基因检测项目预计在3月

底正式对外推出。

拓展精准医疗产业

赛莱拉此次拟收购的标的广州康琪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精准医疗为核心目标的

大健康领域科技企业。 若此次收购成功，双方将

在精准医疗、营养保健品产业和新药研发方面产

生更好的协同协应。

在新药研发方面， 康琪莱专注于针对重大

难治性疾病及肿瘤治疗相关新药。 目前公司已

拥有一项针对肿瘤治疗能够有效的提升白细

胞数量以及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的新药（盐酸

千金藤碱注射液）， 该新药现已通过I期临床，

准备进入II期临床试验。 据了解，该新药是国内

独家抗肿瘤升白细胞方面的有效申报药物，可

用于肿瘤放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症的防治，具

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此外，与该新药相关的三

个发明专利，也已由康琪莱享有专利申请及相

关权利。

在营养保健品方面， 康琪莱拥有符合GMP

标准的营养保健食品生产基地并获得营养食品

生产资质及批号，旗下产品“康琪莱芦荟胶囊”

获得保健食品注册批件,胶原蛋白粉、蓝莓固体

饮料、纳豆魔芋固体饮料等产品也均符合国家相

关生产标准。 2015年度， 康琪莱已有销售收入

388.8万元，净利润108.99万元。

精准医疗方面， 康琪莱在精准医疗布局较

早，在平台、人才和技术等方面都已占据先发

优势。 平台方面，公司建立起了以中国工程院

詹启敏院士为核心广东省康琪莱精准医疗研

究院， 具备良好的资源平台和技术研发实力。

此外，其申报成立的广东省康琪莱精准医疗院

士工作站，刚刚通过广东省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立项。

棱光实业集团拟退出上海玻钢院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据上海联合交易所挂牌信息，棱光实业集团

全资子公司上海玻璃钢研究院100%股权及2.77

亿债权正挂牌出售，拟挂牌价为7.68亿元。 棱光

实业2010曾通过定增以2.56亿元从控股股东建

材集团中收购了上海玻钢院100%股权。 不过与

注入上市公司时期的良好业绩相比，上海玻钢院

目前主业绩下滑明显。

连续两年亏损

上海玻钢院2013年和2014年营业利润均告

亏损， 公司2013、2014年分别实现营收11280万

元和5918.8万元， 实现营业利润－221万元和－

72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991万元和792万元。 公

司2016年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2月29日，公司

实现营收228万元，净利润－342万元。

经评估机构评估，公司净资产为33,866.6万

元,100%股权转让价格为49105.9万元。 该项目

挂牌价格人民币76805.9149万元， 由标的公司

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人民币2.77亿元

债权组成。

意向受让方资格方面， 在登记受让意向时，

意向受让方须提供2014年度或2015年度审计报

告， 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5亿元，且

须提供项目挂牌期间由银行出具的金额不低于

本项目挂牌价格的存款证明；意向受让方不得采

用联合、委托或信托等方式参与受让。 值得注意

的是，因标的企业为涉军企业，意向受让方应自

行核查并判断是否符合涉军企业股东资格。

昔日风光不再

资料显示，上海玻钢院100％股权曾于2010

年被当时的上市公司棱光实业通过定增的方式

注入上市公司。 由于彼时行业仍处于爆发期，公

司业绩良好，公告显示，上海玻钢院2008年10月

31日至2010年5月31日实现10027.74万元。 因此

该收购当时也寄托了当时的上市公司棱光实业

转型风电的期望。不过5年过去，上海玻钢院目前

的业绩可谓与当初的期望相差甚远。

实际上，自2014年年底，风电行业已经明显

转暖，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反弹明显，这一趋势延续

至今。不过上海玻钢院并未从中明显受益。从相关

行业资料来看， 上海玻钢院所处行业在产业链中

的位置和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或许是其业绩波动的

主要原因。上海钢玻院主要生产风电叶片装置，这

一行业居于风力发电行业的中游。 为了抢占市场

份额，这些企业只能靠打价格战来恶性竞争。数据

显示，2008年5月，国内从事风电叶片的厂家数目

仅为30个，而仅仅两年，这一数字迅速上涨了3倍，

达120余家。 行业利润率正不断下滑。 若产量和规

模方面不占优势， 缺乏大公司的稳定订单又无母

公司的销路保证的情况下，经营必然受到影响。

不过， 尽管目前上海玻钢院业务表现不佳，但

从官网信息上看，公司的优势业务仍在推进。近日，

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江苏省东台市政府

签署投资协议， 在东台市投资风电叶片制造项目。

玻钢院拟投资约1.5亿元，建设年产为630MW风电

叶片的生产基地。该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630兆

瓦风机叶片生产能力、销售超3.6亿元。

中国太保2015年净利

同比增长60.4%

3月27日， 中国太保发布2015年年度

业绩。报告显示，2015年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2472.02亿元，同比增长12.5%；实现净

利润177.28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2%，同比提升

3.9个百分点。 太平洋寿险实现一年新业

务价值120.22亿元，同比增长37.8%。太平

洋产险实现承保盈利， 综合成本率为

99.8%，同比下降4.0个百分点。 集团内含

价值2056.24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20.0%；

集团有效业务价值905.59亿元， 较上年末

增长22.3%。

其中， 个人业务新业务实现保费收入

913.39亿元，在总保费中占比达到84.1%。

其中新保业务收入278.64亿元， 同比增长

61.2%，在总新保中的占比达76.0%。 营销

员月均人力达到48.2万人， 同比提升

40.1%； 每月人均首年保险业务收入4776

元，同比增长16.6%。

太平洋产险实现车险业务收入749.61

亿元，同比增长2.4%，综合成本率98.0%，

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 推动整体产险业务

实现承保盈利。 资产管理业务实现投资收

益较快增长， 集团投资资产实现总投资收

益559.10亿元，同比增长33.2%，总投资收

益率达到7.3%， 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为

近五年来最高；净投资收益398.81亿元，同

比增长8.6%， 净投资收益率达到5.2%，同

比下降0.1个百分点； 净值增长率达到

8.2%，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太平洋资产

管理和长江养老合计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规模超过2300亿元；管理费收入达到

6.53亿元，同比增长64.9%。

太保资管方面介绍， 公司受托管理资

产规模从2015年年初的7908亿元上升到

9148亿元，增长16%。 其中，来自太保集团

外部的第三方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497.86

亿元，增幅为66.7%，公司的第三方业务规

模成功跨入行业第一梯队。 第三方收入同

比增长96.3%， 第三方收入在公司的收入

占比中达到51%， 并且提前完成三年的规

划目标， 同时也标志着公司的市场化经营

模式基本成型。（高改芳）

跨国合作成趋势

影视上市公司“走出去” 正当时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去年以来，多家影视上市公司加速国际化步

伐，或宣布与境外影视公司合作，或收购境外资

产。 与此同时，国际影视公司也瞄准了新兴的中

国市场。 电影产业跨国合作成为趋势。

跨国合作成为趋势

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成长，国内影视上市

公司正在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该类公

司正积极引进美国市场的专业人才和技术，3月

15日，华谊兄弟宣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点睛动

画，点睛动画主业为开发和制作国际一流水准的

动画及特效电影。该公司的核心团队主要来自梦

工厂、派拉蒙。

另一方面， 上市公司纷纷加速国际市场布

局，探索海外淘金之路。去年11月，乐视影业CEO

张昭发布了乐视的中美合作战略———“G2” 。 张

昭表示，中国拥有巨大的电影市场，中国文化也

拥有最丰富的影视故事资源，而美国好莱坞则是

世界电影的制作中心。该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面向

全世界。

在3月25日举办的2016年中美电影产业峰会

上， 华纳兄弟影业国际部副总裁理查德·福克斯

表示，中国电影市场的成长速度让人兴奋，目前，

华纳兄弟影业正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探索

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他表示，“成立合资公司的方

式可以使双方合作、相互学习，解决人才和文化

的融合问题。 ”

据了解，去年9月，华纳兄弟与华人文化成

立合资公司“旗舰影业” ，双方将共同开发和制

作华语电影和英语电影，面向全球市场发行。 与

此同时， 多家海外影视公司也瞄准了中国电影

市场。

“走出去” 模式多样

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化并非盲目扩张，IM�

Global创始人、总裁斯图尔特·福特表示，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海外会说中文的人口数量逐渐增

长， 这部分人群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华语新片，产

生了观影需求。 同时，他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对于

好莱坞内容领域的投资将十分可观，因为好莱坞

是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 中国公司从观望、

学习，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投资好莱坞的制片和

内容，能够取得丰厚的回报。

具体来看， 上市公司投资电影内容并参与全

球票房分账是电影产业国际化的一大方向。 奥飞

动漫于2014年始斥资6000万美元先后投资了三

部好莱坞大片，包括日前于国内上映的影片《荒

野猎人》， 公司将获得每部影片10%的票房分账；

当代东方、万达院线、阿里影业等公司则参与投资

了去年上映的《碟中谍5》，并享受全球票房分账。

电影海外发行渠道中的互联网渠道，是影视

上市公司可探索的第二大方向，海外互联网发行

的扩张，将助力华语片、合拍片的推广和销售。 据

理查德·福克斯介绍， 美国的票房收入中互联网

购票的占比只有13%，而中国的互联网购票在票

房中的占比达到70%。 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不

仅仅限于做更好的电影，中国电影市场的互联网

营销模式也可以运用在美国电影市场。

引入海外电影产业相关资源则是影视上市

公司探索的第三大方向。 电影产业相关资源包括

好莱坞电影IP、人才、电影技术等。 华谊兄弟、乐

视影业等公司在国际化合作中取得了部分好莱

坞电影IP。 通过对好莱坞电影IP的开发，延伸到

主题公园、衍生品等构成的产业链，将进一步助

力上市公司业绩成长。

而对于万达在海外购买影院资产的扩张方

式，亚提森格维创始人、总裁鲍礼诚则认为，获得

市场固然重要，但影院作为分销渠道并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票房和销售收入。 在中国市场

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在海外市场能同样获得成功。

VR投资潮起

去年以来，多家上市公司布局VR产业，其中不

乏影视上市公司。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VR技

术与电影产业的关系存在逻辑误区。 日前，华策影

视、康得新、百合网陆续发布公告，共同参与投资了

VR影视公司兰亭数字。 其中，华策影视出资1470

万元， 持股比例为7%。 兰亭数字是国内较早从事

VR，并专注高端VR影像制作的公司之一。 华策影

视表示将把虚拟现实技术渗入公司内容制作中。

是否引入新技术就能做出优质的影视作品？

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院长俞丽沙白·戴

利表示，技术只是电影讲故事的工具，能够使用

技术做出好的内容才是关键。

三七互娱也于3月初宣布以316.67万美元投资

加拿大虚拟现实公司Archiavt， 获得其10%的股

权。 不过，三七互娱总经理李卫伟日前在投资者互

动关系平台上表示，VR目前在中国市场仍不成熟，

对于相关技术的使用，公司仍在研发和探索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VR现在最缺乏的是能够运用

技术，做出优质内容的人才和团队。 目前最优秀的

电影导演也未必有驾驭VR技术制作出好内容的能

力。因此，并不是有技术就能有做出好内容，技术和

内容都需要人才驾驭，两者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金马股份拟116亿

收购众泰汽车全部股权

金马股份3月2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的方式，

合计作价116亿元收购众泰汽车100%股

权。 同时，公司拟向铁牛集团、清控华科等

9名对象以5.44元/股的价格发行18.38亿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100亿元。 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众泰汽车拥有众泰汽车、 江南汽车两

个自主品牌， 在传统汽车方面，2014年、

2015年推出的众泰T600、 大迈X5两款

SUV销量在自主品牌同级别SUV中位于

前列。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2011年与国家

电网合作在杭州市出租车市场批量推广运

营换电模式的众泰纯电动汽车。 2015年众

泰纯电动汽销量合计超过2.29万台， 约占

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6.92%。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2015年，众泰

汽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66.20亿元 、

137.45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1.81亿元和9.09亿元。 交易方承诺

众泰汽车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10

亿元、14.10亿元和16.10亿元。

公司表示， 收购众泰汽车如能成功，

公司现有汽车零部件产品将全面进入众

泰汽车配套体系，进而形成零部件业务和

整车制造业务的良性互动。 公司主营业务

将从汽车车身、仪表、线束零部件扩大到

整车制造， 进军汽车销售与售后服务市

场, 获取纵向一体化带来的经济效益,提

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公司原有的防盗

门、装饰门、防盗窗等业务将成为主营业

务的有益补充。 （蒋洁琼）

五粮液2015年净利

同比增长5.85%

五粮液3月27日晚间披露2015年年报

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59亿

元，同比增长3.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1.76亿元，同比增长5.85%；基本每

股收益1.627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现8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30.37亿元。

公司表示， 本次净利润增长系产品收

入、销量增长所致。 公司表示，随着宏观经济

变化，白酒行业深度调整已近四年，正处于周

期性底部区域，行业发展由快速下滑转入相

对平稳发展阶段， 白酒消费逐渐回归品质、

回归理性。 行业呈现出探底弱复苏的态势。

公司表示，2016年将坚持以市场为中

心，创新营销模式，推进渠道扁平化、多元化

建设，提高市场占有率。按照公司“1+5+N”

品牌战略规划，继续优化品牌结构，加强品

牌建设，同时继续强化公司全价位、全产品

线品牌的打造和宣传。 在掌控传统营销渠

道、构建“互联网+” 等新型渠道的同时，进

一步完善市场化营销规则设计， 快速推进

营销系统业务组织架构调整， 强化营销队

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执行力。（蒋洁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