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注 75亿资产

山东高速跃居行业龙头

C2

近日，山东高速

(600350)

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二次董事会顺利通过了重组各

项议案，资产重组方案正式公布，此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价值

75.12

亿元，如能收购

成功，将为山东省有史以来资本运作第一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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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证监局介入

ST方源践行承诺现曙光

C2

� �

ST

方源公告称，广东证监局要求于

11

月

30

日前召开一次由相关义务人及股

东参加的专门会议，协商制订履行股改承诺的具体方案。 同时，

ST

方源宣布了一笔资

产置换交易，上市公司似乎正在迎来解决历史问题和资产重组的机遇期。

竞相争食百亿蛋糕，上市公司纷纷试水

立体车库：爆发增长在即赚钱不易

证券时报记者 向 南

润邦股份（

002483

）立体车库华

东一区经理葛国军发现， 找上门的

项目在逐渐增多，“不少设计院过

来，让提供立体车库方案。这在以前

都没碰到过。 ”

立体车库行业

1988

年就开始

在中国发展， 不过规模一直较小，

去年行业增长率达

30%

， 也只有

38

亿元产值的规模， 随着去年我

国汽车年销量超过千万辆，立体车

库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时机似乎已

经到来。

葛国军负责的上海市场，

3

个

业务员每个人手上都跟着

30

多个

项目，他们已经拿下了两个项目。润

邦股份证券事务部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全国各地反馈回来的信号，各

地招标项目增多， 立体车库需求量

正在加大。为了发展立体车库产业，

润邦股份本月初设立一家子公司，

并计划投资

2000

多万元建生产线。

而另一家去年才上市的公司齐星铁

塔（

002359

），也悄然将一个负责立

体车库生产的部门变更为分公司。

行业年增速达 30%

城市化让居民住在楼上， 也让

轿车停放立体起来， 西安有高达百

米的停车场，杭州又在建向下

50

米

的地下车库。

“现在不仅是中心城市，就连偏

远省区，一些乡镇也在建立体停车

场。 ”中国重机协会停车设备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龚建平表示。 据停车

设备工作委员会统计，

2009

年我国

共有

138

个县市新建了立体停车

场，同比增加

52%

，国内已安装机

械式停车库的城市接近

190

座，为

社会提供车位

17.11

万个， 同比增

长

36%

。

立体停车场背后是汽车行业的

快速发展。

2003

年我国私人轿车拥

有量为

489

万辆， 到

2009

年末为

2605

万辆。 轿车开入寻常百姓家，

让停车位也紧张起来，停车紧张已

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例如，目

前深圳市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160

万辆， 加上约

20

万辆外地号牌

车，停车位缺口达

110

万。 昆明市

机动车已突破

130

万辆， 而停车

位不足

20

万。

建立体车库因为可以节省空

间而受到各大城市的青睐。 发达城

市成为学习榜样，我国台北立体停

车占比达

95%

。 龚建平表示，单从

城市比较，中国人口密度已超过日

本，日本现在停车位的

67%

都由立

体车库提供。 而在我国内地的许多

城市， 立体停车库才刚刚开始，这

其中无疑蕴含着巨大机会。 “我们

将为整个一座城市解决停车难问

题。 ”润邦股份葛国军以此来表达

企业的使命和雄心。

去年， 立体停车设备用于住宅

小区的占

56%

，单位自用的占

25%

，

其他主要用于商场、医院等。房地产

行业消费了立体停车设备一半以上

份额，“一些稍微高档的楼盘， 房产

商为了销售房产， 每家都会配置一

个停车位。 ” 润邦股份业务经理葛

国军表示。对房产商而言，建立体车

库的成本表面上比较高， 但如果分

摊下来单个车库成本更低， 房产商

可以节省建筑面积用于销售，“算下

来，一些大一点的小区，建立体车库

可以节省房产商几千万元成本。 ”

2002

年立体车库销售额为

9

亿元，

7

年时间增长超过

3

倍，龚建

平预计立体停车行业还将以每年

30%

速度增长下去。 “日本高峰时期

有

600

多家公司从事这个行业，而

中国现在只有

160

家企业。 ”如果

每年提供

50

万个车位， 就是一个

百亿产业。

试水容易盈利不易

翻看行业协会名单可以发现，

踏入这个行业的， 大多数公司主业

是钢构架， 还有一部分是跟自动化

有关的仪表仪器制造企业。 众多有

名 头 的 企 业 ， 比 如 中 集 集 团

(000039)

、

*ST

阿继

(000922)

，还有西

飞集团，以及许继集团，就连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 中国一航也有下属公

司参与其中。

门槛低是这个行业竞争激烈的

一个原因，“谁有钱， 投资

2000

万

元，就能进来试试。 ”杭州西子石川

岛停车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说。 前段时间，他在一次投标会上，

碰到一位新对手， 不过这家叫润邦

股份的公司并未给他留下很深的印

象。 这些年，太多对手来了又去。 在

王勇看来， 立体车库是一个竞争

“惨烈”的行业，利润之低不忍外道。

“三一重工之前也做过，看看还不到

15%

，就不做了，江苏双良也做过，

这两年也退出了。双良做家电，也看

不上这个。 ” 他说。

而润邦股份投资这个行业，用

的刚好是

2100

万元。 润邦股份

2009

年才决定进入立体车库行业，

从江苏双良、 许继集团引入技术人

员， 葛国军也是从杭州一家对手公

司中挖来的。 润邦股份预计达产后

将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2.4

亿元。 一

位券商分析师预计， 润邦股份该项

目年产值将达到

7

亿元， 几乎相当

于目前行业老大的两倍。王勇分析，

想创造这个销售额不太容易。

房产商投建立体车库，是为销

售房产服务， 这就决定了在采购

时，大多选择最便宜的设备。去年，

在总共八类立体停车设备中， 升降

横移类占比达到

88%

，而这类设备

也最为便宜，仅

1.81

万元

/

泊位。

这给立体停车设备生产厂家

带来很大竞争压力，“这一块竞争

很激烈，房产商看的就是谁的价格

低。 ”杭州西子石川岛停车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他们基

本上已放弃这块市场，只有万科保

利这样的一线地产商招标才会参

与。 “我们的重点客户是企事业单

位和商场、 医院， 他们更关心质

量。 ”在一些因投机泡沫而建的楼

盘， 停车设备长时间不运转而损

坏，还给这个行业留下了“质量不

好”的名声。 “其实立体车库行业在

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已经非常成

熟，生产运行都不难。 ”

政策扶持将成新动力

对政府或企业而言，投建立体

车库更多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

种选择， 立体停车是让停车更紧

凑，而不是更舒适。 对司机而言，即

走即停是最理想状态，立体停车显

得比较繁琐。 所以政府为解决停车

难而在马路上临时划出的停车位

非常受欢迎。

但从长远看， 马路停车无法根

本解决停车难问题， 轿车依然在快

速普及，

100

万辆汽车停在一起，相

当于三分之一个深圳福田区的面

积，而对于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巨

大的停车场显然不现实，“面积太大

的停车场，反而不方便。 ”龚建平表

示。这种情况下，建立体车库就成为

理性选择。

立体车库和普通停车场相比，

就好像楼房和平房， 立体车库就是

给汽车建的楼房。 润邦股份等公司

做的，就是汽车的房地产。不过这个

房地产只有在单层时能办理产权，

多层的就无法办理。 这对销售很不

利，也让投资方三思而行。 龚建平

认为， 如果每个停车位可以办理

产权，可以流转，那么买卖车位就

可能像房产一样成为一种投资手

段，对车位建设有很大帮助。 “由

于物联网发展， 以后购买车位远

距离运营也不难， 会拉动立体车

库投资。 ”

王勇现在不仅仅盯着销售设

备，而是希望打造“全产业链”，由

生产商投资兴建并运营车库。 “地

方政府肯定也想解决车位紧张问

题， 但是政府不大愿意投入太多

资金，也不大会去经营管理。 ”但

是，单纯由企业投资显然不现实，

因为在市中心区域投资的塔库式

停车场成本很高， 光靠停车费收

入收回成本太漫长。 所以他希望

政府不但要出台土地优惠政策，

还要给投资方一些运营上的权

利， 例如可以利用车库墙体经营

广告业务等。

最近宁波市政府向人大提交

的一个规章草案引人关注， 草案

除了规定 “新建建筑不配建停车

位不许开工”外，还规定“新购车

辆未配停车场所， 拟不发牌证”。

实际上， 北京早前也曾出过类似

规章。 宁波市目前有机动车

20.21

万辆，其中约有

12

万辆处于不当

停放状态。

龚建平预计， 地方政府将会接

连出台类似解决停车难政策， 这会

成为立体车库发展的新动力。 据记

者了解， 北京停车协会正在摸底调

查北京停车位数量， 以给政府提供

决策参考。

五上市公司停牌

四家因筹划重大事项

证券时报记者 程 文

本报讯 今日， 王府井

(600859)

、

ST

四环

（

000605

）、 泰达股份 （

000652

）、 华东科技

（

000727

）和华茂股份（

000850

）

5

家上市公司发

布停牌公告。

其中，王府井

(600859)

称，因公司正在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近期将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

咨询及方案论证， 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经申

请，公司股票自今日起停牌。

ST

四环和泰达股份

分别于

11

月

19

日和

11

月

22

日起停牌， 两公司

均表示在筹划重大事项，待相关事项披露后复牌。

华茂股份是因正在筹划 “投资参与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

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

定，此事项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此事项尚

存不确定性，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

司申请股票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起停牌。

华东科技公告称，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涉及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于下午

3

时

结束，公司完成股东大会全部流程时间较晚，未

能及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故公司股票

停牌一天。

宜科科技

雅戈尔升级为大股东

证券时报记者 范 彪

本报讯 宜科科技（

002036

）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

限公司和第二大股东雅戈尔（

600177

）的通知，

新华投资与雅戈尔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签署

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 新华投资将其所持的

3439

万股宜科科技股份转让给雅戈尔，该部分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

，转让总价款为

3.63

亿元。 转让后雅戈尔成为宜科科技的第一大股

东，直接持股

27.27%

，间接持股

2.57%

，直接持

股和间接持股的比例合计为

29.84%

。

不过， 由于此次股权转让双方都由自然人

李如成控制，故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实际控制

人不变，仍为李如成，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京东方

预计可申请退税约 16 亿

证券时报记者 程 文

本报讯 京东方

A

（

000725

）今日公告，公司

近日收到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还部分项目进口

设备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通知》，按照通知内

容，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可申请

退税金额约

16

亿元。

通知显示，经国务院批准，对增值税转型前

建设的部分重点项目因进口设备形成的增值税

期末留抵税额准予退还。 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肥京东方在安徽省合肥市投资建设的第

6

代

TFT-LCD

生产线项目的进口设备所形成的增

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可申请退还。

经京东方测算，预计可申请退税金额约

16

亿元，该金额尚需经过合肥京东方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审批后，方可退还，具有不确定性。 上述

退税可增加公司现金流，但不会影响公司损益。

中润投资

5 亿设立新公司进军矿业

证券时报记者 程 文

本报讯 在国家房产政策调控逐步加深的

背景下， 主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中润投资

（

000506

）开始转移资金投向。今日，中润投资公

告称将与全资子公司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合

资

5

亿元设立新公司，从事矿业资源投资，具体

投资矿产种类待定。

中润投资披露，

2010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成立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议案》，公司与中润置业合资设立新公司中润

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公司拟注册资本

5

亿元。其

中，中润投资出资

4.5

亿元，山东中润置业出

5000

万元，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同时，董事会还审

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中润国际矿业有限公司的议

案》， 中润投资拟在维尔京群岛设立全资子公司

“中润国际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矿业投资。

蓝海还是红海？

在杭州西子石川岛停车

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看来， 立体停车行业看似热

闹， 其实不景气。 “我们在

立体产业发展了 10 多年了，

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一年销

售额也只有 4 个亿， 我们集

团的另一家公司做电梯， 还

不是龙头， 轻轻松松 1 年做

到 60 亿元。”

每年 30%的增速， 却没

有为一线人员带来一线暖

意。 葛国军每次去竞标， 都

会碰到十七八家对手， 上海

本地就有 6 家立体车库企

业， 外地企业想有业绩很不

容易， 有一些小公司， 在上

海几年， 没拿到 1 个单子。

在采访的最后， 葛国军这位

语言活络的一线业务员说：

“如果你是记者， 请宣传下

我们这个行业， 如果你是想

投资的， 劝你别进来了， 竞

争太激烈了。”

在外人看来前途无限的

行业， 落实到一线人员身

上， 是残酷的竞争压力。

年产值不到 40 亿元的

产业却有 160 家企业分羹，

现在， 大家都很盼望行业

能有爆发性增长。 不过王

勇已多次失望， 这位从家

电行业跳槽出来的高管说，

“8 年前进这个行业， 就是

看到这个行业爆发的可能

性， 我以为进去的时候是

早晨 6 点钟， 刚好能赶上 8

点钟的太阳， 没想到这么

多年了， 一直是 6 点。 好

多次都说要爆发了， 现在

还是这样。”

乍一看， 小区停不下

车， 肯定要建立体车库， 但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西子

停车公司在杭州居民区的一

个项目， 本来居民都已经签

字同意了， 但最终变卦， 因

为建立体车库会占用绿地面

积， 值 300 万元的房产建了

之后只值 250 万元。

细数一个个进来又退

出的竞争对手 ， 王勇以

“围城” 来形容这个行业，

围城里早就杀得你死我活，

而在围城外， 大家看到的

却是， 这个在中国只发展

了 10 多年的行业， 有很多

机会。 几家新进入的企业，

以 “蓝海” 来称呼他们即

将进入的领域。

可以预料的是， 在限制

车辆增长还是增加车位之

间， 政策制定方为了经济发

展， 应会侧重后者。 之前迟

迟不爆发， 是因为汽车还不

够多， 还有一些停车位的挖

掘空间， 还没达到爆发的临

界点而已。

对于这样一个进入门槛

很低的行业， 爆发式增长究

竟能否带来丰厚的利润？ 是

否会产生伟大的公司？

(余胜良)

立体停车库 IC 供图

立体停车库年销售总额增势 资料来源：中国重机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