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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禁建楼堂馆所

装饰装修行业承压

证券时报记者 张梦桃

李克强总理在

3

月

17

日记者见

面会中指出：“本届政府任期内， 政府

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

该重磅消息在二级市场上引发轩

然大波。截至昨日收盘，装饰装修板块

一片惨淡，金螳螂（

002081

）、亚厦股份

（

002375

）、洪涛股份（

002325

）等来自

政府业务收入占比较大的装饰装修企

业，股价大幅下跌。

对此， 相关上市公司大多表示新

政策对行业的具体影响有待观察。

金螳螂董秘戴轶钧在接受证券

时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目前公

司还没有核算出政府业务收入占比

的具体数据，但相信新政策的推出不

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太大影响，因为装

饰业的细分子行业很多。 ”对于该方

面业务收入的历史数据，戴轶钧称暂

不清楚。

在深交所互动易上，金螳螂称，政

府楼堂馆所项目占公司项目的比例很

低，对公司影响很小。金螳螂的主营业

务是承接各类建筑室内、 室外装修装

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承建公用、民用

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等。

同样占比较大的洪涛股份昨日一

度跌停。根据中信证券数据分析，洪涛

股份装饰项目按业主分类， 政府业主

项目占比

40%

。 记者多次联系该公

司，却未能获得答复。

政府业务收入占比较小的瑞和股

份（

002620

）董秘陈玉辉向记者坦言：

“目前公司该业务收入占营收占比约

5%

。 ”她认为，新政策对公司业务影响

不大， 因为这

5%

来自政府业务的收

入中， 除了新建楼堂馆所的装饰装修

以外，还包括翻新项目，而对此，政策

并没有禁止。

受此项政策影响， 东方园林

（

002310

）股价收盘跌

3.74%

。 东方园

林证券事务代表唐海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公司的业务基本都是公园、

景观、河道改建等公共设施建设，不会

受到此政策影响。 ”

唐朝宰相故里的两次搬迁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河南济源市五龙口镇裴村为唐朝

宰相裴休故里，这个人口达 5000 的大

村庄在政府号召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时

决定搬迁。 距离上次整村搬迁， 也就

30 多年时间。 两次搬迁，皆为响应政

府号召。

裴村位于济源市东北方向， 紧邻

S306 省道。 整个村子坐落于一个山坡

上，东西有一公里多长，一条铁路穿村

而过，村中道路横平竖直，屋舍整齐，

村中主街为四车道， 村委会面积比记

者所见的部分乡政府还大。

就在 2009 年， 裴村刚刚投资近

1000 万元进行村容村貌整治，裴村 3

条主大街、1 条环村路、40 多条小巷

共 23 公里长的路面全部得到硬化和

修补。

但如今， 这块地方即将被夷为平

地。当地村委决定自己投资，建立新社

区，并整村搬迁到新社区。

新社区位于裴村麦田中， 距离济

源市更近。目前售楼处已建成，售楼处

后面有二十多栋楼房， 计划建成 139

栋楼的庞大社区。

“这次搬迁主要是为了响应上面

的号召，搬迁可以节省土地，也可以改

变村民居住环境。 ” 裴村村长潘联营

介绍。 河南省正在发起一场改变乡村

面貌的运动， 各地都在建设新型农村

社区， 其方式就是新建类似城市小区

的聚居区，将若干村庄聚在一起。

潘联营介绍， 裴村新社区计划占

地 649 亩，可供 1.5 万人居住，裴村居

民在新社区中占用土地不到 200 亩

地， 在满足本村居民需要的基础上将

对外发售，发售对象为周围村落村民。

老裴村占地面积 1200 亩，而新型社区

建好后，将可节省 600 亩土地。节省土

地计划用于政府收储， 收储价预计为

12 万元 / 亩。

前一次裴村搬迁， 是在农业学大

寨的时代。

1976 年，受“学大寨” 时代浪潮

影响，裴村人开始治理荒坡。“一个在

外面做官的干部退休归来被推选为村

支书， 他认为村庄占着 300 亩良田可

惜，决定带领大家整村搬迁。 ” 村民介

绍，经过几年努力，村民终于整体搬迁

到山坡上。

搬迁主要是靠集体之力， 为了

搬迁， 当时村中还专门组织了一个

130 人的建筑队，每个生产队都建有

砖瓦窑， 并开展培训班组织学习建筑

知识。

村民介绍， 搬到山坡上的生活颇

为不便，其中就包括饮水和交通，村中

打了几百米深的水井， 村民吃水方便

了，也耗费了不少电力。将平原上收获

的粮食靠人力拉到家中， 往往要找人

帮忙。后来有了拖拉机等机械才改善。

裴村村民告诉记者， 当地有至少

90%的人不愿意第二次搬迁：“搬到新

社区要贴钱，还要花十多万元装修。 ”

裴村村长潘联营认为新型农村社区的

工作虽然确实比较难做，“但新事物

就是需要不断探索。 ”

在济源， 裴村出名不仅仅是由于

这个村庄是唐朝著名宰相裴休的故

乡，还由于这个村集体紧握资源，积极

追赶社会潮流。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大举兴办企业，但大多失败，响应政府

号召搭建大棚，却没有村民愿意承包，

最后以户籍吸引 20 户山区居民。

在裴村的探索中，土地流转被村

民称道，当地早就将土地整体承包给

种粮大户，每户村民家有一个黄色封

皮本子，可以从村中领取米、面、油、

菜和杂粮。 裴村普通村民已脱离农业

劳动， 村中居民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外

出和就近务工， 裴村那些排列整齐的

两层楼，也多是靠打工收入所建。裴村

附近有众多工业企业， 其中包括豫光

金铅。

如果这次裴村人住进新社区，那

么这个唐朝宰相的故乡， 也将随着二

次搬迁而隐没在楼群中。

深天地涉海砂事件子公司疑超期营业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随着深圳“海砂事件”漩涡范围不

断扩大，多家上市公司也卷入其中。

其中，深天地

A

（

000023

）旗下子

公司深圳天地远东混凝土有限公司

被深圳住房和建设局撤回资质。证券

时报记者调查发现 ， 实际上早在

2008

年时， 天地远东混凝土营业执

照已经到期。显然，这家公司已经处于

超期营业。

营业执照已遭吊销

3

月

16

日，深圳市住建局官网发

布消息称， 有

31

家企业受到了严处。

在上述

31

家被处理的公司中，被停业

整顿一年的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

司（南山区西丽镇茶光路北站）和被撤

回资质证书的深圳天地远东混凝土有

限公司，均为深天地的子公司。

因媒体报道了深天地尚未披露的

信息，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

深天地昨日开市起停牌。 而深天地今

日公告显示，为防止股价波动，公司方

面继续停牌。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查阅工商管理

资料显示， 天地远东混凝土注册资金

为

1000

万港元，起初由三个公司出资

成立，包括深天地、香港中港远东企业

有限公司、香港文华石矿有限公司。令

人感到惊讶的是， 该公司营业许可证

在

2008

年

10

月

12

日就已经到期，上

一次年检还是在

2007

年。

记者就此联系深天地一位高层人

士，该人士并未避讳，并承认该子公司

当时就已经被注销了营业许可证。 不

过， 至于为何未有继续申请延续许可

证时限，该人士并未正面回应。这也意

味着， 天地远东混凝土已经超期营业

4

年之久。

对地产公司影响有限

此外，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位于

深圳龙华的畅销楼盘中航天逸也

“躺着中枪”， 采用了深天地的混凝

土。 证券时报记者就此联系到中航

地产（

000043

）一位高层人士，该人

士对上述事实未有正面回答， 只是

称 “我们所采用的建材都符合行业

标准”。

不过，对于房地产公司的影响，业

内人士并未表现出太大担忧。 国信证

券经济研究所的方焱对记者指出，涉

事的深天地两家混凝土子公司被停业

整顿和撤回资质， 可能还会面临进一

步处罚，所受冲击较大。但他认为该事

件并不会对地产类上市公司的业绩带

来较大影响。

方焱分析， 地产龙头公司管理都

比较规范，出现问题的概率较低，同时

由于项目地区分布较广， 即使有个别

项目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相关公司

的整体业绩。

记者就海砂事件， 联系到深圳市

土木建筑学会。 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

表示， 未经淡化处理的海砂作为原料

氯含量超标， 肯定会对混凝土质量带

来影响， 这也是行业主管部门对混凝

土氯含量有严格规定的原因。

据他介绍， 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出现“海砂楼”后，监管部门采取了

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 相关楼盘一概

不让住人，或者被推倒重建。 “在高额

的违法成本下， 香港公司一直都是不

惜高运价前往内地采购河砂。 ”该人士

表示。

中海地产日赚4000万 净利超万科两成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被称为“最赚钱房企”的中海地产

（

00688.HK

）并非浪得虚名。 中海地产

昨日披露

2012

年报，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净利润

187.22

亿港元（约合人民

币

151.6

亿元），同比增长

21.07%

。

据此推算， 中海地产去年日均净

利润额达到

4153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超万科（

000002

）两成。

净利较万科高两成

数据显示， 中海地产去年营业额

为

645.8

亿港元，同比增长了

25.8%

，

其中内地房地产业务占总营业收入的

92%

； 净利润达到

187.22

亿港元，同

比增长

21.07%

， 连续

10

年履行了对

股东和投资者每年利润不少于

20%

的增长承诺。

另一家房企龙头万科实现净利润

为

125.5

亿元，同比增长

30.4%

。 中海

地产在此项指标方面， 高出万科

20.79%

。

对于中海地产的高净利润率，董

事会主席孔庆平对记者表示， 土地成

本的低廉只是原因之一， 公司历来对

工程成本、 财务成本以及销售费用上

的控制较为严格：“首先， 中海地产在

融资方面优势明显， 融资成本普遍较

低，此外，在项目销售方面，公司也并

未做过多的宣传， 销售成本自然也就

不高。 ”

截至去年底， 中海地产拥有现金

409.3

亿港元， 公司股东资金增至

872.4

亿港元， 净负债水平由

2011

年

的

32.7%

降至

20.5%

。

拿地速度放缓

孔庆平预期今年中海地产新开工

面积将超过

1000

万平方米，力争今年

竣工面积

900

万平方米。同时，今年目

标销售金额与去年目标相同， 不少于

1000

亿港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中海地产去年物

业销售的面积为

729

万平方米， 新增

可供建设的楼面面积为

662

万平方

米， 其中实际拥有权益为

650

万平方

米。 中海地产销售面积与新增面积之

比为

1.12

，而其

2011

年上述比例仅为

0.55

。显然，中海地产已经放缓了拿地

速度，加快消化土地储备。

据中海地产透露， 该公司于内

地及港澳拥有应占土地储备合共

3157

万平方米。孔庆平向记者表示，

今年将按照资金回笼进度保持适度

投资规模， 预计今年将进入

3

至

4

个新城市，新增土地面积不少于

800

万平方米。

此外，中海地产逐渐开始发力投

资物业。 孔庆平称，中海会力争逐步

把投资物业盈利比重达到集团盈利

的

20%

。 目前，中海正在开发和待开

发的商业地产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

预计大部分将会于

2015

年全部完

成，而其中约一半以上会保留为长线

投资物业。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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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地产：深圳项目

未出现海砂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随着深圳“海砂事件”发酵，行业

聚焦点暂时从调控政策转向了建筑安

全，而房企再次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昨日， 中海地产在香港举行的业

绩发布会上， 中海地产董事会主席孔

庆平在谈及海砂事件时表示， 中海地

产在深圳的项目未出现类似的现象。

孔庆平昨日表示， 深圳海砂事件

对整个建筑行业的质量问题起到了敲

响警钟的作用。 中海在深圳的项目都

是精品打造，在建筑环节上，均以安全

为首要的工作指标，所以目前为止，还

未出现类似的现象。

不过孔庆平认为， 海砂事件是个

别事件，并不是行业普遍现象。 “国家

对海砂的使用是有规定的， 因此在使

用海砂时要按国家的规定来使用。”孔

庆平说。

中茵股份定增10亿

布局矿产医药

证券时报记者 陈性智

见习记者 曾灿

停 牌 一 个 多 月 的 中 茵 股 份

（

600745

）今日公告称，将通过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资

10

亿元扩大黄金资源

储备，构建西藏医药零售网络。公司股

票今起复牌。

中茵股份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09

亿股股票， 发行股票价格为

9.23

元

/

股，募集资金约

10

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

9.86

亿

元。其中关联方林芝中茵认购

6700

万

股，非关联方上海泛安信息、昆山诺益

投资分别认购

2100

万股。公司实际控

制人高建荣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

公告称， 此次发行目的是为了保

障矿山建设和后续资源勘查， 扩大黄

金资源储量， 满足公司矿业投资资金

需求， 构建西藏地区连锁医药零售网

络。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增资西藏中

茵约

4.5

亿元， 增资西藏泰达约

4

亿

元， 并补充西藏中茵流动资金约

1.3

亿元。其中增资西藏中茵的资金中，约

2.912

亿元用于支付受让玉斌公司

26%

股权转让款， 玉斌公司

26%

股权

现已过户至西藏中茵； 剩余的约

1.6

亿元用于玉斌公司矿山建设和探矿权

范围内的勘查活动。

中茵股份于

2012

年

4

月收购西

藏泰达

55%

股权。

玉斌公司旗下北罗家、 方家沟、

大夺沟和李家东部

4

个矿区范围内

已探明区域共估算矿石资源储量

175.11

万吨，金金属量

20.24

吨，平均

品位

11.56

克

/

吨。 至今，玉斌公司尚

未对北罗家金矿区采矿权进行生产

勘探。

北罗家采矿权矿山建设预计投资

为

4.1

亿元，投资完成后，预计可实现

矿石处理能力

2000

吨

/

日， 年处理矿

石量为

60

万吨，生产黄金

5.40

吨

/

年，

按每克黄金

300

元计算年产值约为

16.2

亿元。

中茵股份副总裁兼董秘吴年有

称，中茵股份对专业人才极为重视，在

收购医药公司时， 原主要团队均加盟

了中茵。而在布局黄金开采业务时，公

司从业内成功引进了包括地质、测量、

采矿、选矿、安全等专业的高端人才和

专业团队，成立了公司矿业委员会，委

员会成员均为业内专家， 同时聘请了

国内权威矿业专家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 公司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

制，吸引及留住行业高端管理人才，这

也是转型成功的重要保证。

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到的天地远东混凝土相关信息 冯尧/供图

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仁宝因病去世

证券时报记者 袁源

原中共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

书记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

18

时

58

分在华西

村家中逝世，享年

85

岁。

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人生， 在中

国经济发展历史长河中， 注定将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1

年，为了让更多投资者了解

华西村，证券时报记者曾专访过吴仁

宝书记。 彼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已经

直不起腰， 却还在连轴转工作的老

人。 老书记，则是华西村人对吴仁宝

的尊称。

今年是华西村建村

52

周年。 回

顾五十年风雨春秋，华西村的工业在

吴仁宝带领下，由田间地头的小作坊

发展至如今的纺织、化工、外贸、旅游

服务等跨行业多元化经营。 作为老一

代建设者，他虽执着于老一辈朴实传

统的创业思路，却并不固执于旧的发

展模式。

2003

年， 吴协恩上任新书记时，

开始谋划产业转型， 在发展的新兴产

业中有金融业。一开始，老书记吴仁宝

对发展金融业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产

业持反对意见， 但他在保留自己意见

的同时也会配合组织推动工作。 随着

新兴产业带来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他

这才放心， 并支持新一代建设者们放

手干。

对于上市公司华西股份（

000936

）

的董秘卞武彪来说， 吴仁宝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长者。“老书记把一生的全部

精力都奉献给了集体的发展， 一辈子

辛辛苦苦，工作总是废寝忘食。”他说。

卞武彪回忆称，

2008

年金融危机

上半年，市场尚在高位运行时，吴仁宝

就批示抓紧去库存， 而正是这一及时

的预见性， 才避免了公司在危机中遭

到更大损失。

卞武彪说：“老书记在今年

1

月被

检查出肺癌晚期， 但当时年底公务繁

忙，一直推迟到春节后才接受治疗。治

疗前还给大家开了几次会议， 没想到

他会那么快离开我们”。卞武彪在电话

那头一度凝噎。

吴仁宝对于华西村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在谈及对华西村未来发展的

影响时，卞武彪表示，上市公司将依

书记所托， 认真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秉承无私奉献、 勤恳创业的精神，把

工作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