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钢铁、矿权

交易所即将挂牌运营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国内首家钢铁交易所上海联合钢铁交易所

即将在上海挂牌运营。 上海钢交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上海钢交所将通过传统贸易方式和电子

商务方式的结合， 建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钢铁现货交易所。

据悉， 上海联合钢铁交易所是国有控股的

股份制钢铁交易所， 将集钢铁电子商务、 市场

交易、 信息传递、 金融服务、 物流配送等于一

体的市场服务平台。 交易品种主要包括废钢、

铁矿石、 铁合金、 炉渣、 生铁、 钢坯、 粗钢产

品、 钢铁产品、 炉料等。

同时， 上海将于近日挂牌成立上海联合矿

权交易所， 这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多元化、 多板

块、 多层次要素市场以及服务贸易市场体系上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上海矿交所主要组织包括国内和国际间的

采矿权、 探矿权交易， 矿业企业产权交易， 矿

产品交易， 探矿、 采矿技术交易， 以及矿业领

域其它权益交易， 同时将开展交易及市场信息

服务、 交易结算服务， 提供交易咨询及矿权价

值评估、 国际投融资、 矿权转移申报和审批咨

询及资金安全等服务。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的

成立， 将面向全球矿产资源市场， 直接为我国

矿企寻找海外矿权、 争取国际矿业资源提供交

易平台， 提供国内矿企亟需的法规政策服务、

专业矿权评估服务、 投融资等一系列系统服

务， 配合我国企业 “走出去” 的战略， 为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据悉，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成立对国内外

的矿权交易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 必将有效

推进我国在国际矿业资源市场的开拓和国内矿

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升我国在国际矿产资源

市场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将大大规范国内矿

权交易市场， 改善国内现有矿权交易分散、 地

区条块分割的现状， 通过市场化手段配合国家

对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整合管理。

华润置地

加码商业地产布局河北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随着住宅调控政策日益深入， 商用物业逐

渐成为地产投资商眼中的新主角。 记者昨日从

华润置地

(01109.HK)

获悉， 公司正积极调整

市场策略， 拟在未来五六年内加码商业地产至

整体业务的四成， 并在泛北京区域携手世界顶

尖国际物业顾问公司———

DTZ

戴德梁行加速石

家庄万象城及秦皇岛与唐山的项目运作。

华润置地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大动作布

局河北， 是基于对河北省区域价值、 环渤海经

济圈发展前景以及国内商业地产发展利好的充

分认知。 除石家庄外， 华润置地还将重点研究

环渤海经济圈重要增长极唐山， 以及环渤海经

济圈核心秦皇岛， 为进入两个城市开发做好市

场研究工作。 此次扩张谋局， 华润置地仍旧选

择了与其保持多年合作关系的

DTZ

戴德梁行

协同推进。

对于此次与华润置地的合作，

DTZ

戴德梁

行中国区董事张家鹏表示， 中国二线及三线城

市商业地产市场充满机会， 华润置地以其优势

背景及资源整合能力， 将有机会获得良好回报

机会， 并为各地城市商业带来新气象，

DTZ

戴

德梁行将运用专业能力全力配合， 推动各项目

实现最优形象。

广东近百上市公司

在线与投资者交流

证券时报记者 甘霖

6

月

16

日， 来自广东证监局辖区

80

多家

上市公司近

200

名公司代表在广州东方宾馆举

行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与会

公司代表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对

2010

年报业

绩进行说明， 并接受全国投资者的提问， 活动

共吸引了全国各地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

者在线参与。 粤传媒董秘胡远芳告诉记者， 公

司的资产重组成为市场热点， 一下午回答了近

200

个投资者的提问。

据广东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李光介绍， 广

东上市公司协会已连续三年举办广东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活动， 上市公司参与活动积极性逐

年提高， 投资者对广东上市公司的关注度也日

益增强。 李光表示，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

石，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创建和谐资本

市场的基础。 在广东证监局的指导下， 广东上

市公司协会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特

别是今年， 协会以投资者关系管理为自律工作

的切入口， 开展 “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活动月”， 通过 “董秘值班周”、 “投资者接

待日” 等活动， 促进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的经验交流， 增进广东上市公司和全国投

资者的互动交流， 集中现实地进行投资者教

育， 树立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意识， 为资本市场

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赛迪顾问日前在京发布
《

中国新能源产业地图白皮书
》

发电易并网难 新能源苦等发电配额制

证券时报记者 吴中珞

日前， 赛迪顾问在北京正式

发布 《中国新能源产业地图白皮

书》。 赛迪顾问认为， “十二五”

期间， 中国新能源产业总体仍将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但发展重点

将由之前的以风电为主转变为多

元化发展并重， 太阳能将成为发

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 生物质

能也有望大规模启动。 在目前的

电力体制下， 建立完善的新能源

发电配额制度是新能源产业发展

的有效保障。

赛迪顾问称， 政策和资源是

影响中国新能源产业布局的两大

主要因素。 在区域政策和资源禀

赋的影响下， 中国新能源产业集

聚特征显现， 初步形成了以环渤

海、 长三角、 西南、 西北等为核

心的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其中，

长三角区域聚集了全国约三分之

一的新能源产能； 环渤海区域是

中国新能源产业重要的研发和装

备制造基地； 西北区域是中国重

要的新能源项目建设基地； 西南

区域是中国重要的硅材料基地和

核电装备制造基地。

在赛迪顾问看来， 目前中国

新能源产业还处于成长期， 受区

域政策、 当地资源等条件影响，

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整体仍将持

续朝政策和资源优势区域集聚；

而国内大型新能源装备制造除了

受到区域政策和地方资源要素吸

引外， 还受到终端市场产业半径

的影响， 将不断朝市场终端转移。

具体到新能源领域的细分行

业， 风电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新

能源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未

来

3~5

年将重点解决风电并网装机、

风电项目安全运行等问题， 发展速

度将会缓慢下滑。

光伏产业方面， 未来几年国内

的竞争重心将从上游的制造环节转

移到下游的市场应用环节， 如何借

助国内发电集团、 国有投资集团等

央企的资源优势获得更多的项目投

资机会， 成为目前光伏企业战略的

核心。

赛迪顾问预计， 未来两年中国

光伏市场将出现井喷 ，

2013

年

~

2015

年将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

段。 核电方面， 目前已经取得国家

开工许可证的核电机组有

30

台， 其

建设进度基本不会受到日本福岛核

电站泄露事故的影响， 预计未来

3~

5

年， 我国已取得开工审批的核电站

项目将平稳推进， 新申请项目进度

则会受到国家新的关于核电厂选址、

设计、 运行、 质量保证等安全规定

的影响。

对于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面临

的问题， 赛迪顾问认为， 目前， 中国

新能源发电配额制度只对发电企业有

相关要求， 但未对下游电网企业如何

收购新能源发电量进行约束， 从而

导致电网企业不愿意收购新能源电

力、 新能源有电不能并网等问题。

因此， 建立和完善新能源发电配额

制度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国家需尽快出台同时针对发电企业

和电网企业的新能源发电配额制度，

明确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配额标

准、 收购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范围和

收购价格等内容。

巴斯夫路港

BDO

停产 国内影响不大

证券时报记者 吴中珞

尽管国际化工巨头巴斯夫在欧

洲路德维希港工厂的

1,4-

丁二醇

（

BDO

） 产能将停产两个月， 但综

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 该事件对中

国

BDO

市场的影响不大。

据外媒报道， 巴斯夫于

6

月

7

日宣布其欧洲最大的聚合物和化合

物生产基地因不可抗力因素停产。

巴斯夫中国公关部高级经理陆斌向

证券时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情况， 他

介绍， 由于发生火灾， 巴斯夫位于

路德维希港工厂的

BDO

项目已经

停产， 从目前的情况看， 预计要到

7

月底才能恢复生产， 但其影响主

要是在欧洲市场， 且巴斯夫在东南

亚的马来西亚也有

BDO

工厂。

目前 ， 巴斯夫在全球拥有

BDO

及其衍生物产能

53.5

万吨，

路德维希港的

BDO

装置产能为

19

万吨， 约占巴斯夫

BDO

产能的三

分之一强。

据云维股份 （

600725

）

2009

年底发布的增发招股说明书披露，

BDO

及其衍生物用途十分广泛，

世界

BDO

消费需求量不断增长促使

BDO

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化工产

品之一。 目前， 全球每年的

BDO

产

量达到

160

万吨。 其中， 美国国内

基本可以实现供需平衡； 欧洲由于

供给过剩， 已成为

BDO

主要的出口

地区； 亚洲尤其是中国则是

BDO

需

求增长最快的地区， 是主要的进口

地区。

在市场结构方面， 全球

BDO

产

能高度集中， 巴斯夫和杜邦等跨国

化工巨头掌握了全球

BDO

的大部分

产能。

山西三维 （

000755

） 证券办人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国内

BDO

市场供不应求， 还需要从国外

进口。

上海某券商化工行业研究员对记

者表示， 由于巴斯夫的停产时间不

长， 仅为两个月， 因此对国内的影响

不会很大。 宏源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员

祖广平则谈到，

6

月初河南义马市开

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2×4.5

万吨

的

BDO

项目开始调试设备试车， 总

产能为

9

万吨， 约为此次巴斯夫路德

维希港工厂

BDO

产能的一半。

贵州煤炭资源整合吸引各路英雄好汉

证券时报记者 陈锴

继山西、 河南之后， 有 “西南

煤海” 之称的贵州也启动了煤炭资

源整合。 在政策推动之下， 寄望分

羹的相关企业跃跃欲试。

半个月不到， 粤宏远大股东宏

远集团就两次出手增持上市公司股

票。 在宏远集团首次增持时， 该公

司就表示， 增持是基于对上市公司

发展前景及对资本市场形势的认

识。 不过， 民族证券的一位不愿署

名的研究员告诉记者， 粤宏远作为

一家以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在

地产行业遭遇宏观调控之时， 大股

东将前景寄望于地产业务显然不太

现实。 相反， 粤宏远的 “副业” 煤

炭业务才是市场一直关注的焦点，

贵州煤炭资源整合已经开启， 不排

除粤宏远对此有所企图。

资料显示， 粤宏远曾明确表示

要大举进军煤炭行业， 且两度在贵

州省威宁县收购煤矿企业。 在

2010

年年报中， 粤宏远称， 未来

公司在保持现有煤矿生产安全稳定

的情况下， 将逐步扩大生产和投资

的规模， 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贵州以 “西南煤海” 著称， 煤

炭资源储量在

500

亿吨左右， 居全

国第

5

位， 超过南方

12

省 （区、

市） 煤炭资源储量的总和， 但该省

煤矿企业呈现 “多、 小、 散” 的状

况， 大矿建设相对滞后。 在此背景

下， 贵州省今年

5

月

6

日召开了全

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会议， 要

求进一步加快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到

2013

年， 煤矿企业减少到

200

个以内。

6

月

2

日， 贵州省省长赵

克志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上指

出， 要突出重点， 抓紧推进煤炭企

业兼并重组， 压缩煤矿数量， 控制

煤炭产量。

希望参与贵州煤炭整合的不止

粤宏远一家公司。 “贵州几乎所有

有实力的公司都在盯着这一次的煤

炭资源整合， 包括盘江股份、 赤天

化、 黔源电力等相关的企业， 以及

‘半路出家’ 的中天城投、

*ST

四维。

上月，

*ST

四维将注册地迁到贵州，

主要是为了煤炭资源。” 贵州当地的

一位市场人士称。

部分上市公司已明确表态将参与

贵州省煤炭资源整合。

6

月

8

日，

*ST

四维向股东大会递交一份临时提

案， 拟对旗下矿业投资公司增资，

达到整合贵州煤矿的目的。 此前的

4

月

21

日， 中天城投也公告称， 拟出

资与贵州联和能源清洁燃料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负责对

贵州省煤炭生产企业、 所涉矿区的并

购、 重组、 整合、 勘探、 开采、 深加

工等。

目前， 贵州省已经成立了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 并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

作指导意见”， 还即将下发 “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编制提纲” 等指

导性文件。 预计在政策的推动下， 贵

州省的煤炭资源整合即将提速。

奢侈品网站风生水起 成

B2C

投资新宠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在香港股市兴起奢侈品概念

上市潮的同时， 中国内地奢侈品

网购也成为电子商务行业的 “当

红炸子鸡”。 继京东商城等综合类

网站纷纷开设奢侈品频道之后，

老 牌 电 子 商 务 公 司 生 意 宝

（

002095

） 昨日宣布旗下第三方商

家对客户 （

B2C

） 网购导航平台比

购宝推出奢侈品网络导购频道，

目前已整合了数十家国内知名奢

侈品折扣网站和数百家全球顶级

奢侈品品牌。

奢侈品市场的火热也吸引了

投资基金的青睐。 据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不完全监测， 国内包

括佳品网、 聚尚网、 走秀网、 尚

品网等在内的近

10

家奢侈品折扣

B2C

网站已获得私募基金投资，

总额度超过

5

亿元。 其中， 尚品

网在

2009

年获晨兴创投及互联网

知名人士雷军的第一轮投资后，

又获得思伟投资与晨兴创投对其

第二轮联合注资， 金额在千万美

元级别； 优众网在

2010

年

12

月

获得美国光速创业和

IDG

资本

1100

万美元投资； 去年初成立的

佳品网， 已手握泰山天使投资基

金， 此后更获得来自松禾资本、

嘉丰资本的第二轮投资， 以及来

自金沙江创投的第三轮投资。 近

日， 唯品会宣布获得红杉和

DCM

的联合风险投资

5000

万美元。 中

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冯林

表示： “随着消费观念和消费能

力提升， 以及国人对国际品牌的

追捧， 海内外风投资金也趁势流

入奢侈品领域。”

近年来， 国内用户购买习惯

不断 “进化”， 网购商品渐由小额

化向大宗化、 大金额化趋势发展。

在此背景下， 包括钻石珠宝、 奢侈

品牌， 甚至汽车房子等大宗消费品

都争相上网吆喝。 深圳一位风投人

士称， 许多人觉得钻石珠宝等奢侈

品价格高昂，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

切入， 将很大程度上改观奢侈品这

种大众难以企及的印象， 从而培养

大量的普通消费者成为购买者。

2011

年被誉为奢侈品电子商务

的中国元年， 除了专门的

B2C

网站

外， 银泰网等网络零售商、 网易等

门户网站也相继开设奢侈品频道。

从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奢侈品销售

已经有数量可观的群众基础， 国内

奢侈品销售在全球占比达

25%

， 已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

费国， 且六成均是在国内而非海外

购买。

《中国商业发展报告 （

2010-

2011

）》 数据显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

起飞， 中国奢侈品需求大增， 预测

未来数年销售增长的强劲势头将持

续，

2015

年前中国或可成为全球最

大的奢侈品市场。

据了解， 奢侈品牌对渠道管理

十分严格， 新品发售和尾货处理完

全独立， 新品推出

3~4

个月后转为

尾货交易， 国内外各类在线奢侈品

折扣店的货源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尾货交易。

需要注意的是， 奢侈品网购虽

然发展速度较快， 但由于此类网站

对资金的要求比普通

B2C

更高， 其

发展前景也面临考验。 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分析师莫岱青预计， 很

多网站并不具备供应链整合能力，

用户粘性差， 加上资本力量助推，

行业洗牌将不可避免。 目前， 我国

奢侈品网站大多模式比较单一， 网

站之间竞争压力非常大。 短时间内，

谁能圈走最多的用户， 谁就能占领

市场高地。

莱茵置业

投身矿业投资大潮

投资矿业权的大潮中， 莱茵置

业 （

000558

） 成为最新的投身者。

莱茵置业今日公告称， 拟在贵州省

贵阳市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名称

暂定为 “贵州莱茵达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 莱茵达矿业公司注册资本

为

5000

万元， 以莱茵置业自有资

金出资。 莱茵达矿业将主要经营矿

业投资、 煤业投资和矿产品销售。

莱茵置业表示， 设立莱茵达矿业公

司是为了后期进行矿业权投资， 以

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 （建业）

ST

金谷源

子公司湖南寻矿

ST

金谷源 （

000408

） 今日公

告， 公司董事会已同意控股子公司

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湖南

郴州市投资

500

万元设立矿业公

司， 从事矿业的开发、 加工、 销

售、 冶炼等业务。 公司认为， 这将

使公司经营业务介入湖南及其周边

地域， 有利于公司增强竞争力， 促

进产品的销售。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 地

处南岭山脉中段与罗霄山脉南段交

汇地带。 全市矿产资源丰富， 享有

“中国有色金属之乡” 的美誉。 境

内有色金属矿品种齐全，

64

种有

色金属矿中已发现矿产品

40

多种，

全市主要有色金属探明储量达

600

多万吨， 占湖南省总储量的三分之

二， 其中铋、 钼、 微晶石墨的储量

居全国之首， 钨、 铅锌储量分别居

全国第三、 第四位。

（何顺岗）

鼎立股份

购鑫宝矿业

51%

股权

鼎立股份 （

600614

） 今日公告

收购桂林恭城鑫盛矿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桂林恭城鑫宝矿业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 收购价格

1.78

亿元，

全部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此次收购的鑫宝矿业拥有广西

恭城县陆地坪铜矿探矿权， 可勘查

面积

33.16

平方公里， 主要经营

铅、 锌、 铜、 钼多金属矿勘探、 普

查。 其中

7.69

平方公里已经广西

地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勘查， 探明

钨锡钼铜矿

1

个 ， 总矿石量为

691.9

万吨， 三氧化钨金属量

5

万

吨， 锡金属量

3.9

万吨， 钼金属量

2.57

万吨， 铜金属量

6.1

万吨， 同

时该矿区还伴生一定储量的稀土

矿。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鑫宝矿

业目前尚未取得采矿权， 正积极向

广西国土资源厅申请办理采矿证，

争取尽快取得多金属采矿权。 对于

稀土矿的开采， 公司表示国土资源

部已收回各地方国土资源厅的审批

权， 集中管理， 鑫宝矿业将按照程

序积极申请。

（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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