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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鏖战“五一档” 电影市场

□本报记者 蒋洁琼

电影 “五一档”（4月25日-5月1日）将

至，期间将有九部影片上映，包括《北京遇上西

雅图之不二情书》、《梦想合伙人》、《大唐玄

奘》等。 影片相关上市公司既包括华策影视等

行业先辈，也包括共达电声、富春通信等影视

新兵。 分析人士预测，“五一档”票房将有小幅

回升，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或将获得票房助力。

票房有望小幅拉升

艺恩票房数据显示，截至4月27日，2016

年累计票房总额约为171亿元， 较一季度平

均票房有所下降。业内人士预测，由于“五一

档” 期间有多部影片助力，5月份票房将小幅

拉升。

具体看，“五一档” 期间上映9部影片，

包括《梦想合伙人》、《魔宮魅影》、《青蛙总

动员》等，涉及华策影视、共达电声、富春通

信等上市公司。

《梦想合伙人》 的制作方之一为北京乐

华圆娱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去

年底被共达电声全资收购； 春秋时代影业有

限公司也是该影片的制作方之一。 富春通信

去年9月公告，以8.64亿元收购春秋时代80%

股权，并由此进军影视产业。《北京遇上西雅

图之不二情书》的发行方之一东阳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为当代东方全资子公司。

《大唐玄奘》的制作团队阵容“豪华” 。 该影

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发行并制作， 歌华有

线、华策影视全资子公司华策影业（天津）等

组成制作团队。

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5年之间，“五

一档” 票房从1.4亿元增长到6.34亿元。不过，

与“春节档” 票房大幅增长相比，“五一档”

票房表现较为平稳。业内人士表示，得益于近

年来优质影片的增多和影院屏幕的快速增

长，“五一档”票房将继续保持增长。

动画电影发展迅速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以及影视公司加快

全产业链布局，动画电影发展迅速，票房上表

现优异。 艺恩数据显示，2016年票房排名前

十的十部影片中有三部为动画电影。 其中，

《疯狂动物城》以15.3亿元的票房排名第二；

《功夫熊猫3》以10.01亿元票房排名第五；最

近上映的《奇幻森林》以6.91亿元排名第八。

三部影片中，《功夫熊猫3》为中美合拍的动

画电影，另外两部均为进口动画影片。

分析人士认为， 动画电影市场空间将

逐渐打开， 推动国产动画电影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

此次“五一档” 上映的9部电影中有3部

为国产动画电影，分别是《阿里巴巴2所罗门

封印》、《青蛙总动员》、《马小乐之玩具也疯

狂》。 业内人士表示， 动画电影占比迅速提

升， 反映出了中国动画电影在内容以及技术

方面的快速发展。 在此背景下，奥飞娱乐、光

线传媒、 华谊兄弟等上市公司争相布局动画

电影市场。

奥飞娱乐在动漫领域动作频频， 斥资9

亿元收购“有妖气” ， 布局全年龄层动画市

场。公司计划推出《十万个冷笑话2》、《馒头

日记》等优质IP动画电影；光线传媒成立彩

条屋影业， 并先后投资了13家动漫公司，覆

盖从动漫IP源头到产品创作， 再到周边衍生

的完整产业链，打造全方位动漫集团，计划推

出《大鱼海棠》、《大圣闹天宫》以及《深海》

等22部动画电影；华谊兄弟则牵手好莱坞成

立点睛动画， 计划未来每年推出4部精品动

画电影，预计2017年推出首部作品。

票房助力业绩增长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 但收入结构不

成熟，票房为影视公司的主要收入。

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光线传媒实现营

业收入4.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1.38%；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3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382.32%。 公司表示，业

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电影收入大幅

增加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电影收入4.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3.05%。 公司上映了

《美人鱼》、《奔爱》、《果宝特攻》三部电影，

并确认了《寻龙诀》、《恶棍天使》的票房分

账收入。

华策影视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四成。 公

司表示，其业绩增长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投

资制作发行全网剧、电影、综艺节目产生的销

售收入增加所致。报告期内，主要收入来自于

全网剧 《亲爱的翻译官》、《医馆笑传2》、

《好运来临》、《怒江之战》等。

此外， 当代东方一季度较上年同期实现

扭亏为盈， 主要系公司完成业务转型，2015

年收购的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导致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与利润大幅增加。

精准医疗领域获突破

□本报记者 戴小河

誉衡药业日前公告， 公司与药明康德共

同研发的抗PD-1单抗产品GLS-010注射液

取得阶段性进展， 临床申请已通过黑龙江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形式审查， 申报材料

获得受理。 这对国内精准医疗发展是一座

“里程碑” 。

以PD-1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免疫检查

点抗体药物近期引发了抗肿瘤药物的一场革

命。 GLS-010注射液是由国内研发机构完成

临床申报的首个全人源抗PD-1单克隆抗体。

目前国内尚无抗PD-1单抗药物获批生产。

在临床试验和临床申报方面， 恒瑞医药

与泰州君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产品已

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百济神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产品正申请临床，同时百济神州该类

型药物已通过美国食药监局的新药研究申请

审评，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015年9月， 恒瑞医药与美国Incyte公

司就恒瑞研发的PD-1海外授权达成协议，

在支付恒瑞制药2500美元的首付款后，In-

cyte将获得除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

之外的独家研发和销售权。此外，Incyte还许

诺支付恒瑞7.7亿美元的里程碑款。

根据相关法规， 该产品临床研究申请获

得受理后， 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品审评中心进行技术审评， 同时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研究院将对申报样品进行质量检定

和质量标准复核， 在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的审评和审批并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后方能开展临床研究工作。

生物质能源公司

加快业务拓展

□本报记者 刘杨

生物质能源上市公司近期纷纷交付成绩单。其中，凯

迪生态2015年净利润增幅超过4成， 长青集团净利润增

幅超过70%。 分析人士指出，按照相关规划要求，未来中

国将加快发展生物质能源，完善生物质能发电扶持政策。

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将加大业务拓展力度。

行业龙头业绩大增

凯迪生态去年实现营业收入34.95亿元， 同比下降

12.8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8亿元，同比增

长40.59%。 这是生物质发电项目注入后公司发布的首份

年报。

截至2015年底，凯迪生态已在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河南、吉林、广西等13个省市建有生物质发电厂，下

辖已运营生物质能电厂共计36家，已投运生物质机组的

总装机容量达103.2万千瓦，成为目前全国范围内规模最

大、布局最广的生物质发电企业。

长青集团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160073.84万元，同

比增长15.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62.90

万元，同比增长74.60%。 由公司全资控股并已经投产的

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有5个。 其中，中山环保、沂水环保持

续盈利；明水环保实现扭亏为盈；宁安环保经近一年的

运营，盈利稳步提升；建成仅一季的鱼台环保投产即实

现盈利。

长青集团4月27日公告称， 公司在松原市宁江区

投资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已达成框架协议，项目

投资总额为3.5亿元，投资建设以当地农业秸秆、林业

废弃物、农产品加工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质发电

项目。

此外，韶能股份拥有电力装机容量97.221万千瓦，其

中清洁可再生能源73.221万千瓦， 包括67.221万千瓦水

电和6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 因上年水电站所属地区的

水情较好， 公司水电业务净利润达2.95亿元， 同比增长

27.3%，成为助推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政策助力产业发展

在获得上佳业绩的同时，凯迪生态表示，未来五年，

公司将加大投入，进一步扩大项目落地规模。而长青集团

则储备了山东鄄城、郯城、嘉祥、重庆忠县、辽宁铁岭等优

质的生物质能源项目，发展后劲充足。

分析人士指出，空气污染推动大气治理的发展。 去

年开始针对燃煤锅炉设立极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并提出

取缔小锅炉，鼓励热电联产替代等政策，供热方式也将

从分散供热向集中供热方式转变。 由于预期未来一段时

间内生物质产业和热电联产产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相

关公司将继续加大对生物质发电及热电联产项目的拓

展力度。

此外，《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生物质

产业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发电装机容量达3000万千

瓦，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总装机2400万千瓦，垃圾发电

总装机300万千瓦。 按此测算，预计生物质产业未来仍能

保持20%左右增速，形成千亿元投资空间。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成立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4月28日正式挂牌

成立。这是中国中铁贯彻国企改革精神，完善设计咨询板

块区域布局，做强做大设计咨询业务的重大举措。

华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中铁旗下的二级

子公司，原先以工程监理为主业，业务结构单一，已不能

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 国家有关部门也要求和支持此类

企业要加大转型和创新力度， 向建设领域全过程服务的

综合型企业转变。

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背景下， 该公司与中国中铁旗

下的另一家设计企业中铁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强强联

合实行重组。中铁工程设计院专业从事铁路工业、机械

工业、 城市轨道交通及民用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

工作等。

新公司管理层表示，这次重组对于拓展民用建筑设

计业务，打造中国中铁更为完整的建筑施工全产业链条

具有重要意义。 重组后将公司打造成能够承担设计、咨

询、监理、总承包、代建和项目管理业务的主业突出、相

关多元的综合型设计咨询企业，实现由单一型的监理企

业向建设领域全过程服务的综合型设计咨询企业的华

丽转身。

冠昊生物优得清人工角膜已有采购意向

□本报记者 黎宇文

冠昊生物4月26日公告， 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核准的申请材料已被证监会受理。

此次公司拟定增并购眼科渠道商珠海祥乐。

同时， 公司优得清脱细胞角膜植片已获得批

文。产品加渠道双管齐下，冠昊生物在眼科领

域准备大展拳脚。

公司董事长朱卫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优得清产品借助珠海祥乐的销售渠

道，已在眼科领域进行了推广，部分医院已

表示了采购意向。 优得清脱细胞角膜植片产

品是公司设立“专业化的生命与健康产业孵

化器” 后，成功孵化并即将实现产业化的第

一个案例。

人工角膜市场空间大

优得清脱细胞角膜植片是以脱盲率为主

要疗效指标的人工角膜产品。 此次获得CF-

DA批准上市的优得清脱细胞角膜植片能够

替代人捐献角膜用于角膜移植手术， 使角膜

盲患者恢复视力。

“优得清脱细胞角膜植片在研发时定位

达到75%的脱盲率， 而临床数据远远超过了

这一比率，脱盲率达到83%” 优得清负责人

介绍。

售价方面，市面上普通的人工角膜大约

在2万元左右， 冠昊生物将根据市场和产品

定位来定价，预计产品毛利率将达到90%以

上。 实际上，作为高科技生物医药公司，公司

自主研发的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胸普

外科修补膜等主营产品一直保持着超高毛

利率。

产能方面， 优得清年产3万片的生产线

已建设好，第一批产品正在生产当中。如果产

品销售势头较好， 在现有厂房的条件下可以

快速将产能扩大至年产9万片。

数据显示，按照目前国内人体角膜移植

手术总体花费约2.5万元/例， 每年新增约15

万患者一半适用粗略估算，优得清每年的新

增市场空间高达18亿元左右。 如果算上约

500万患者的存量市场， 人工角膜市场空间

更大。

深耕眼科销售渠道

冠昊生物此次拟收购珠海祥乐100%

股权， 实际上也是公司在眼科渠道的深度

布局。

资料显示， 珠海祥乐主营业务为人工晶

体的进口和销售， 是美国爱锐人工晶体产品

的中国独家代理，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眼科领

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

数据显示，珠海祥乐2012年至2014年人

工晶体销售量分别约为18万枚、19万枚和24

万枚， 约分别占同期全国白内障手术量的

16%、16%和16%。2016年3月，珠海祥乐被蔡

司授权成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经销商， 关于

蔡司旗下LUCIA品牌人工晶体产品的相关

供货协议正在签署过程中。

对于媒体质疑珠海祥乐仅代理和销售

美国爱锐产品而存在经营风险和持续发展

能力，公司董秘周利军称，2007年，珠海祥乐

拿下美国爱锐在中国独家代理权，2008年爱

锐在中国大陆一年的销售额才2200万出头；

而到2015年，爱锐通过珠海祥乐在中国大陆

的销售额翻了七倍达到1.74亿元。 目前美国

爱锐已被行业翘楚蔡司集团收入旗下，而珠

海祥乐代理的晶体产品也由硬片晶体、折叠

晶体等向高端晶体领域拓展，盈利能力有望

提升。

在业绩对赌期结束之后， 珠海祥乐创始

人寇冰和主要管理层又签署了五年的劳动合

同，从制度上保证了团队的持续经营。

打造孵化平台

随着优得清脱细胞角膜植片产品的顺利

上市，在冠昊生物的产业孵化平台上，未来还

会有更多项目孵化和产业化。

朱卫平表示， 未来公司将瞄准再生医

学方面的尖端技术进行投资和研发， 并为

创业团队提供良好的技术孵化条件和产业

化渠道。

资料显示， 冠昊科技园拥有孵化场地近

7万平方米，配有含百级、千级、万级、十万级

的洁净实验室及生产车间， 公司开创性推行

“上市公司+孵化器（园区）+基金” 的孵化

模式， 打造覆盖 “育苗———孵化———加

速———产业化———退出” 全孵化链条。 目前

园区已有优得清、聚生医疗等22家高科技企

业入驻。

对于是否会将优得清另外51%股权

并入上市公司， 朱卫平表示，“优得清从

技术研发开始就与冠昊生物有渊源，也是

在冠昊的孵化平台上成长起来的。 只要是

对冠昊生物发展有利的事情，双方都会愿

意去做。 ”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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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星美凯龙投资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224号文核准，上海红星美凯龙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投资” 、“发行人” 、“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4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本期发行基础规

模为1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

2016年【4】月【27】日9:30—11:� 30，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机

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

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上海红星美凯龙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票面利率为【4.� 7%】，品种二票面利率为【5.3%】。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4】月【28】日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

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2016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的《上海红星美凯龙投

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红星美凯龙投资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4月 27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新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9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叶松

、

刘波

、

黄韵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谈洁颖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谈洁颖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16

年

4

月

27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长信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信睿

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做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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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简称：二重5；

股票代码：400062；

恢复转让日：2016年4月28日；

恢复转让首日报价区间：人民币2.46元/股至2.72元/股；

转让方式：每周转让五次（每星期一、二、三、四、五各转让一次）。

二、恢复转让背景

因面临债务逾期，公司积极与债权人协商，力争妥善解决债务逾期问题。 但由于债务

解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司股票转让造成影响，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4日起

暂停转让。

2015年9月21日，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德阳中院” ） 作出

（2015）德破（预）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重装” 或“公司” ）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二重重装的管理人。

2015年11月27日， 二重重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 表决通过了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2015年11月30日，德阳中院作出（2015）德民破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

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

并终止二重重装重整程序。

2016年1月12日，二重重装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报告》，二重重装管理人

据此向德阳中院提交了《关于二重重装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2016年4月7日，

二重重装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的补充报告》，据此二重重装管理人向德阳中

院提交了《关于二重重装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补充报告》，管理人认为“截至重整计划执

行期满，二重重装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已经符合重整计划第六条第（五）款关于‘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的标准’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本公司主办券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于2016年4月

8日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二重重装重整计划实际执

行情况已经符合《重整计划》第六条第五款关于‘执行完毕的标准’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4月8日出具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截至重整计划执行期满，二重重装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已经符合《重整计划》第六条第

（五）款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目前，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公司债务问题都已相应解决，对公司股票转让产生影

响的不确定因素已消除。

三、恢复转让的具体安排

1.股票恢复转让日和转让方式

公司股票恢复转让日为2016年4月28日，股票转让方式为每周转让五次（每星期一、

二、三、四、五各转让一次）。

2.股票转让委托申报

投资者参与股票转让，应当委托中信建投或其他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

事经纪业务的主办券商所属营业部办理。

3.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二重5；

股票代码：400062。

4.股票转让单位

股票转让以“股”为单位，买入申报量须是“手”（一手等于100股）的整数倍。 不足

一手的股票，只能一次性申报卖出。

5.股票转让报价单位

每股价格报价的最小变动单位：人民币0.01元。

股票转让价格实行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限制为前一转让日转让价格的5%。 投资

者应根据上一转让日的股票转让价格，在涨跌幅限制范围内进行委托申报。

6.股票恢复转让首日股价不做除权处理

公司《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式之一为：以二重重装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

转增4.46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票， 上述转增股票不向股东分配， 全部用于根据

《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 本次转增后股票恢复转让首日股价不作除权处理。

7.股票恢复转让首日报价区间

公司股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2.59元/股，公司股份恢复转让首日按此

开盘参考价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股票首日开盘设5%涨跌幅限制。

四、其他事项

1.尚未办理股票托管和确权手续的投资者，请尽快到中信建投所属营业部以及其他

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主办券商所属营业部办理手续。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

cn），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