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亚迪光伏产业逆市海外拓展

证券时报记者 黄丽

近日以来， 比亚迪 （

002594

） 光伏

产业在海外市场捷报连连。

8

月底， 比

亚迪在巴西的首个屋顶太阳能项目正式

投入运营， 近期该公司与德国知名公司

Juwi-Gruppe

合作的

47MW

太阳能发电

项目也正式并网运营。 据悉， 近期比亚

迪在南非还将有大动作， 中国和日本市

场也在积极布局中。

据公司有关人士透露， 截至

8

月

底， 比亚迪的组件出货量已经超出去

年全年的一倍之多。 与前两年相比，

今年的大单倍增， 这也是比亚迪组件

出货量大增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 在当前行业不景气的情况

下， 光伏产业正面临着新一轮 “洗牌”。

对此比亚迪副总裁何龙表示， 现在要做

的就是在行业的寒冬时节练好内功， 公

司将在现有设备和资源的基础上， 用两

到三年的时间在某些特定的研发领域赶

上甚至超过国内外光伏同行的研发水平。

尽管比亚迪收获了不少订单， 但财

务报表并不好看。 今年上半年的年报显

示， 比亚迪太阳能电池业务方面， 受全

球太阳能市场低迷、 太阳能产品价格大

幅下降影响， 该业务较去年同期大幅下

滑。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下半年

公司多晶硅成本压力将明显缓解， 公司

光伏业务表现将有望逐步回暖。

爱康科技终止参股光伏企业

� � � � 受欧洲对于光伏产业的 “双反”

以及宏观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 爱康

科技 （

002610)

决定终止香港爱康电

力对苏州盛康的参股。

据了解， 爱康科技上半年投资设

立香港爱康电力， 并拟投资

2903.7

万

美元收购盛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苏州盛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8.82%

的股权， 填补公司在太阳能电池组件

方面的空白。

公司表示， 由于受西方债务危机影

响， 光伏太阳能行业产能过剩， 需求下

降， 苏州盛康主营产品太阳能电池组件

需求量的萎缩和组件价格的持续下跌，

公司管理层判断， 苏州盛康短期内将会

继续扩大亏损。

为更好地保护广大股东的权益， 董

事会决议终止香港爱康电力对苏州盛康

的参股。

（邓亮）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安徽上市公司

倡导辖区企业现金分红

� � � �日前， 安徽上市公司协会董事

会秘书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全体委

员向辖区上市公司董秘发出强化回报

股东、 强化诚实守信和强化规范运作

的三项倡议， 希望进一步推动辖区上

市公司的规范发展， 打造诚信、 安

全、 规范的安徽上市公司板块。

倡议书称， 现金分红是实现投

资回报的重要形式， 更是增强资本

市场活力和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上

市公司董秘有责任和义务推动所在

上市公司加强现金分红的制度建设，

形成积极现金分红的长效机制。 同

时， 要加强现金分红政策宣传， 加

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积极倡导和营

造回报股东的股权文化， 培育资本

市场长期投资理念， 为公司树形象，

为股东谋利益， 为市场作贡献。

倡议书表示， 诚信是资本市场的

本质要求， 是上市公司的立身之本，

是上市公司董秘工作的职责所在。 作

为上市公司董秘， 要进一步深化对诚

信的认识， 强化诚信的自我约束， 推

动所在上市公司切实做到诚实信用、

守法合规。 同时， 要积极督促相关方

切实履行承诺， 切实规范股票买卖行

为， 共筑资本市场诚信大坝。

倡议书还表示， 规范运作是资

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最基本要求。

没有规范运作， 就没有上市公司持

续、 健康的发展。 作为上市公司董

秘， 要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的规范运

作， 重点是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

登记管理、 信息披露以及内控体系

建设等， 为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夯实

规范的基础。 （程鹏）

生意社预计

10

月化工行业景气回调

� � � �

0.04

、

0.22

、

0.33

， 这是生意

社监测的三季度

7-9

月大宗商品

BCI

价格指数。 由于以化工和纺织

品种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回暖明显，

带动三季度

BCI

指数逐月回升。

记者了解到， 生意社监测的

8

大板块中， 三季度上涨品种数超过

50%

的就有化工、 纺织、 能源、 橡

塑、 农副等

5

个板块。 以其重点监

测的化工板块为例， 截至

9

月末，

化工指数为

995

点， 较

7

月初的年

内最低点反弹

7.1%

。

监测显示， 截至

9

月

30

日，

氟化工指数和氯碱化工指数分别为

746

点和

819

点， 较

9

月初的年内

最低点分别上涨

1.91%

和

7.06%

。

化工板块中， 三季度以磷化工表

现最为抢眼。 监测期内， 虽然该板块

6

大品种中只有草甘膦和磷酸上涨，

但足以带动磷化工指数在

9

月末创下

1058

点的年内新高， 该板块的季度

环比涨幅为

3.54%

。

生意社化工分社社长张明对记者表

示， 国内化工行业 “金九” 如期到来，

不过， “银十” 成色或将不足。 据张明

分析， 相对于原油价格水平， 部分化工

产品已处于高位， 引起了下游不满， 预

计后期纯苯、 甲苯、 二甲苯、 顺酐、 粗

苯等产品将面临大幅回调。

（李娴）

沪国资证券化率达

35.03%

� � � � 从最近召开的上海市国资委

2012

年四季度工作会议上传出的

消息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上海国

资系统顺利完成部分企业创业板上

市和非公开发行工作， 资产证券化

率达到

35.03%

。 今年前

8

月， 上

海国资系统共实现营收

1.02

万亿

元， 同比增长

10.6%

。

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王

坚表示， 今年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

外部环境， 上海国资系统保持了经济

运行平稳健康发展。

1-8

月， 全系统

实现营业收入

1.02

万亿元， 同比增

长

10.6%

； 实现利润总额

619.57

亿

元， 同比增长

2.1%

。

（孙玉）

地产、航运、金融

南沙新区启动 三类公司受益

见习记者 张梦桃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国新办昨天上午就 《广州南沙

新区发展规划》 举行发布会， 南沙

新区正式成为第六个国家级新区。

业内人士表示， 规划获批后， 区内

涉及地产、 航运、 金融的上市公司

可能会受益。 此外， 区内进驻公司

也可能形成协同效应。

广弘控股董事会秘书苏东明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南沙新区规划

的落实， 虽然有可能因进驻与广弘

控股同类的企业而加大竞争， 但另

一方面， 也会吸引许多工厂和集团

落户南沙， 从而有利于公司客户资

源的增加。

许多企业早已看好南沙新区

的发展优势， 在规划获批之前纷

纷进驻。

东凌粮油在南沙新区的第二条

压榨生产线已于今年

8

月正式投

产， 预计至今年年底， 将为公司增

加产能

30%

。 珠江啤酒也在今年

9

月中向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沙珠啤

增资

8000

万元。 更有东方电气、

中石油、 中石化等众多央企及跨国

企业开始落户南沙新区。

另外， 在南沙金融区发展的计

划中， 航运金融将作为未来打造的

重点。

据悉， 广州航运交易所将迁

址南沙新区。 方正证券的一位研

究员指出， 此次广州航交所落户

南沙， 是为了配合南沙的规划， 届

时广州航交所将依托南沙港口和

航运物流产业发展， 进一步聚合

和整合航运相关资源。 他表示，

该项规划以及航交所的搬迁， 将

中长期利好航运股。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昨日的

发布会上表示， 广州现在已经在

着手研究制定广东省扶持南沙新区

发展的配套政策， 包括财税政策、

土地政策、 人才政策等 ， 将会拿

出一套进一步细化的和国家政策

相配套的政策体系， 支持南沙的

开发建设。

大同证券高级投资顾问刘云峰

表示， 通常从某地规划的受益程度

来看， 该地基建、 房地产或者拥有

规划土地资源和权益的企业往往是

游资青睐的对象。 因此就南沙新区

规划而言， 受益较大的将是在南沙

区注册的唯一一家上市公司东凌粮

油， 以及已在南沙新区储备有地块

并进行搬迁的广州浪奇、 广弘控股、

珠江啤酒等。

商业地产投资过热已呈现两极分化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在商业地产总体投资过热的今天，

群拥而上的项目或将面临两极分化的

命运。 业内人士认为， 商业地产项目

能否成功， 主要取决于项目定位、 所

在区域发展等微观问题， 在目前一线

城市商业地产逐步饱和的情况下，

1.5

线城市蕴含着巨大的机会， 这些高周转

区域升值可期。

今年以来， 商业地产的繁荣遍布全

国。 据

21

世纪不动产上海公司数据统

计，

2012

年上海将有

22

个商业综合体

项目入市； 北京预计有

17

个零售商业

地产项目入市； 在深圳， 大型集中式商

业项目面积在未来

5

年将增长

87%

，

接近翻倍， 未来

5

年供应量相当于深圳

过往

30

年存量集中式商业的总和。 中

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指出， 从

2012

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来

看， 住宅开发投资增速仅为

19%

， 而

商业地产却达到了

43.4%

， 这表明资金

还在大量进入商业地产领域。

对此， 业内人士担心， 如此大的投

资量与发展量， 市场消化得了吗？

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短期内

供应量过大并不必然带来 “泡沫”， 决定

“泡沫” 是否出现的关键在于， 城市的发

展能否迅速消化这些供应量。 只要城市

发展速度够快， 这些由集中供应而引起

的短期泡沫， 未来三五年完全有可能消

化。 反之， 那些城市人口基数太小， 人

口增长速度缓慢的地区， 商业地产泡沫

则有可能愈演愈烈， 如鄂尔多斯。

在高和资本董事长苏鑫看来， 在目

前一线城市商业地产逐步饱和的情况下，

1.5

线城市蕴含着巨大的机会。 这些城市

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 商办投资市

场却刚刚起步。 以成都为例， 尽管现存

量商业物业约为

570

万平方米， 但部分

区域商业地产供应依然不足， 如成都高

新西区一直是成都的商业地产洼地， 周

边需求和供给极不平衡， 区域内也仅有

龙湖时代天街一块综合性商业用地。 然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高新西

区的消化能力逐步显现， 这里综合体的

建设与该区的商业成熟将基本同步， 升

值可期。 龙湖正是看好该区域的巨大升

值空间， 选择这里作为龙湖集团多年来

重点打造的天街系列之一的驻扎点。

根据仲量联行发布的 《中国新兴城

市

50

强》 报告， 目前我国

1.5

线城市

共有

9

个， 分别是成都、 重庆、 大连、

杭州、 南京、 沈阳、 苏州、 天津和武

汉。 而成都正是借商业地产优势领跑

1.5

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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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南沙新区定位：建设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国新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介绍国务院近日批复的 《广州南沙新

区发展规划》 （下称 《规划》）。 广州

南沙正式成为了第六个国家级新区，

也是华南地区的首个国家级新区。 业

内专家指出，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

区” 是广州南沙新区的最大亮点， 而

相比此前获批的深圳前海合作区、 珠

海横琴新区， 广州南沙新区将获得更

加充分的自主权。

推进粤港澳全面合作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总的战略定位

是： 立足广州、 依托珠三角、 连接港

澳、 服务内地、 面向世界， 建设成为粤

港澳优质生活圈和新型城市化典范、 以

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

地、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

纽、 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 打造粤

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

表示， 广州南沙新区的比较优势与其他

新区不一样， 对其定位也不一样。 国家

除了鼓励先行先试之外， 还特别重视南

沙在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 推进社会管

理和科技体制创新、 推进粤港澳合作等

方面开展一些先行先试和一些创造性的

工作。

“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都没有从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机制， 但是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由

国家发改委牵头， 会同一些部门和地方

来组建协调机制， 就是为了解决广州南

沙新区建设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范恒山说。

“粤港澳合作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年

了， 始终没有一个综合的、 具体落地的

地方， 现在南沙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地

方。”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

任林江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对南沙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的定位是 《规

划》 的最大亮点之一， 南沙能利用与港

澳的合作， 将外向型资源和内延型资源

双向对接， 使得辐射范围更广更深。

充分自主权

而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彭澎看来， 目前我国的三大经济引擎

中， 环渤海有滨海新区， 长三角有浦东

新区， 如今珠三角有了一个规模上与之

对应的国家级新区。

事实上， 珠三角不仅仅只有南沙，

此前已经获批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 珠海横琴新区同样享有 “国

家级” 的优惠政策， 而从地图上看， 三

者则分别连接着广东、 香港和澳门， 形

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正是广东省十二

五期间转型升级的三个重要棋子。

据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介绍， 《规

划》 从金融、 与港澳往来便利化、 扩大

对外开放、 财税、 土地管理、 海洋管

理、 社会事业与管理服务等方面赋予南

沙新区多项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在规

划当中直接赋予国家一级的扶持和优惠

政策。

“凡是可以下放给南沙新区的省一

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一律下放， 除非

法律规定有些还必须掌握在省一级的，

个别的除外。 主要是赋予南沙新区充分

的发展自主权。” 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 朱小丹如是说。 此前， 他还表示，

凡广东省能够赋予前海和横琴的政策，

都可以用来支持南沙， 赋予南沙。

据介绍， 南沙主要经济结构将是依

托着珠三角现在比较发达的制造业技

术， 尤其是先进性制造业技术大力发展

世界服务业。 将来广东与港澳的合作可

能逐步会从加工贸易转向服务业领域的

合作，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

业的合作。

现代投资砸

12

亿购溆怀高速

100%

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文星明 邢云

10

月

10

日， 现代投资

( 000900)

发布公告称， 拟以

12.24

亿元收购在建

的溆怀高速

100%

股权， 并负责其后续

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工作。 上市十三年

后， 现代投资再度进行主业突围， 力保

核心竞争力的巩固。

“公司所属长永、 长潭、 潭耒三条

高速路段收费期限只剩余

8-16

年的时

间， 必须抢抓机遇， 增加新的高速公

路， 提升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 现代

投资相关负责人说。

现代投资在去年年底亦曾推出一

项耗资

34.1

亿元、 计划总投资约

156

亿元的重组方案充实主业， 但在今年

1

月的股东大会上， 因部分投资者担忧

投资规模过大、 短期经营情况存在不

确定性等因素未获通过； 今年

4

月，

国家五部委联合下发通知， 禁止将政

府还贷公路违规转让或划转成经营性

公路， 现代投资改向经营性高速公路

进军。

与老方案相比， 此次推出的新方

案最明显的变化在收购资产规模上。

本次拟收购的溆怀高速全长

91.78

公

里， 于

2010

年

6

月开工建设， 计划于

2014

年

6

月竣工通车， 计划总投资

81.9

亿元。 与前一方案相比， 不仅资

产规模从

156

亿元缩减近半， 通车时

间也得以前移， 对盈利状况不利影响

可降至最低。

溆怀高速公路为湖南省规划的

“五纵七横” 高速公路网———娄底至怀

化高速公路的西段， 全线位于怀化境

内， 扼守大湘西交通要道， 东起溆浦

县的卢峰县， 与在建的新溆高速公路

相连， 止于鹤城区黄金坳， 与在建的

吉怀高速公路相连， 主线全长

91.78

公

里， 连接线

6.8

公里。 溆怀高速公路采

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

100KM/h

， 路基宽度

26

米， 全线共设

6

个互通、

2

个服务区， 同时同步建设

4

条连接线。

受承接沿海产能转移进程和大湘西

发展进入国家战略的利好影响， 近年来

怀化周边区域经济日趋活跃。 据官方预

计， 到

2016

年， 怀化地区生产总值将

达

1500

亿元， 年均增长

12.5%

以上。

行业人士测算， 即使该路段

2014

年中

期通车，

30

年的收费期限可确保稳定

的利润增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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