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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随着中原经济区规划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河南省经

济发展再添动力，2012 年 GDP 位列中部省区之首。然而，在大力倡

导“转方式、调结构” 的今天，无论是从事传统农业还是新兴产业

的中原商人，都感到了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压力，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将怎么做？证券时报记者与多位河南上市公司高管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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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侯建芳：全产业链让猪“飞”起来

证券时报记者 庞珂 李彦

“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模式，理

论上算公司特别赚钱，很赚钱，越想

越好，就不要再往下走了，一定是账

算错了。 ”在与公司高层的会议上，

雏鹰农牧（

002477

）董事长侯建芳曾

这样说，“因为这个社会太透明了，

你赚那么多钱别人还活不活？ 别人

都不赚钱了，你跟谁合作呢？ 所以

一定要承担起对合作方的责任。 ”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雏鹰

模式的核心思想，在此模式下，雏鹰

农牧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2010

年销

售生猪

66

万头，

2011

年销售

102

万头，

2012

年销售

149

万头。 这样

的增速能否延续？ 后续项目资金可

有保障？ 针对这些市场关注的热点

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对侯建芳进行

了独家专访。

发展全产业链的信心

“公司

+

农户”的雏鹰模式是

雏鹰农牧上市以来投资者关注的焦

点。 这一模式可以简单归结为公司

提供饲料、猪舍、仔猪等，农户负责

养殖，再将养好后的生猪按统一价

格销售给公司，养得好多得、养得差

少得，并设置保底利润。

正是在这一模式下，雏鹰农牧

迅速成长，

2009

年到

2011

年公司

收入增长分别达到

49%

、

26%

和

90%

， 净利润则分别增长了

41%

、

39%

和

249%

。 同时，公司提出了全

产业链的发展规划，并将在三门峡、

吉林等地投资数十亿建立大型生猪

养殖基地。

然而，“猪周期”的存在使得雏

鹰农牧注定难以避免行业周期波动

的影响。随着猪肉价格的持续走低，

公司业绩去年下半年开始回落，最

终全年同比下降

29%

，业绩快报显

示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78%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上出现了

对于公司急速扩张的质疑之声。

“我们拉长产业链主要目的是规

避风险。 ”在新郑市薛店镇的办公室

里，谈到这个问题，侯建芳显得有些

激动，“做全产业链很难、 也很累，屠

宰、连锁店都是进入新的领域，公司

也下了很大决心。但如果不往下游延

伸，在规模加大后，风险将加大，在行

情最差的时候，会出现亏损。 ”

据介绍， 养殖与屠宰利润反向

相关， 因为猪肉终端销售价格的特

点是上得很慢、下得也很慢，而生猪

价格则上得很快、下得也很快，这就

存在一个时滞，使得养殖利润低时，

屠宰利润往往会较高。此外，在向下

游延伸后，在养殖行情特别差时，公

司还可以做一部分屠宰的冻肉储

存，甚至进一步熟食加工。

对于市场担心的资金问题，侯

建芳则较有信心：“我们的项目都是

按计划走， 一部分固定资产属于租

用性质，减少了投资；并且我们自己

生产种猪，不需外购。资金需求主要

来自三门峡

40

亿项目和东北

56

亿

项目， 这两个项目是分

5

年长期投

资，越往后投资越大，前期少，因此

公司还可以用期间利润投入。并且，

上市公司融资渠道也很多。 ”

此前， 侯建芳已用自己的股票

做了质押， 全额认购雏鹰农牧增发

股份。据悉，公司还在发行

2

亿元的

短融，并有约

20

亿元银行信用额度

未用。

模式的升级与扩展

去年在雏鹰农牧所有的生猪

销售中， 商品仔猪约占比八成，这

样的产品结构使得公司业绩波动

与以肉猪养殖为主的企业和农户

有所差异。

“小猪价格与肉猪不完全同步，

往往跟随大猪浮动， 更多体现一个

预期。 ”侯建芳说，上半年公司业绩

的下降主要由于仔猪价格相比去年

同期下滑较大，而且由于猪舍改造，

今年公司也未能减少仔猪出售量。

他表示，公司过去以养种猪为主，种

猪舍占

80%

，肉猪舍占

20%

，上半

年肉猪产能还难以体现， 未来将会

提升。

据悉， 随着去年猪肉价格的持

续下跌，逐渐传导至仔猪，仔猪价格

从去年开始下降，跌至

12.5

元

/

斤左

右的低点， 并在这一价位持续了较

长时间，最近才回升至

14.5

元

/

斤。

而侯建芳所说的猪舍改造则是

雏鹰农牧今年一项重点工作， 其实

质是雏鹰模式的升级。据介绍，由于

过去猪舍建得较为简陋， 机械化程

度不高，需要较多人工，而随着人工

成本的不断增加， 公司希望通过增

加固定资产投资、加大机械化，使每

头猪单位代养费下降、利润提高。

“新模式下，一个农户一年可出

栏

2500

头，预计公司利润因此将每

头猪提高

30~50

元。 ” 侯建芳说，

“而且合作养殖户的收入也将小幅

提高， 因为饲养数量增加了但是工

作强度不会提高。”这一升级还会给

公司带来另一个好处， 就是腾出一

批技术员， 有助于公司新建项目的

推进。

除了模式的升级， 这种以利益

共同体为本质的模式的应用范围也

在扩展。据公司副总裁吴易得介绍，

雏牧香连锁店同样采用了 “公司

+

商户”的雏鹰模式，即公司提供店铺

的装修、货源、管理支持等，商户上

交一定保证金并负责日常经营，同

样也设置了保底利润。

雏牧香是雏鹰农牧开拓的终端

肉制品销售品牌， 主要是为了销售

公司的生态猪肉， 辅以部分普通猪

肉。 在每个专卖店内， 都设有查询

机，可以做到产品的全程追溯，这一

点领先于不少品牌猪肉。

侯建芳表示，

生态猪的价格是普

通猪的

2

倍多，如

果没有自己的品牌

不好销售， 雏牧香

目前已开店

100

多

家， 还将逐步在全

国开店， 并准备在

商超推出专柜。 未来公司三门峡项目

100

万头生态猪达产，将实现销售全国

覆盖。

从

1988

年的雏鹰种鸡场，到

2003

年仅有的

100

头猪，再到

2014

年预计

超过

300

万头的生猪出栏量， 依靠着

模式的创新、提升、拓展，雏鹰农牧走

到今日， 冀盼全产业链能为公司插上

翅膀，让猪也“飞”起来。

首创股份定增25亿加码环保领域

见习记者 杨苏

在停牌一周后， 首创股份

（

600008

）今日公告定增预案，拟募

资不超过

25

亿元，主要投向环保领

域、水厂改建和补充流动资金等。公

司股票于今日复牌。

公告显示， 首创股份拟以不低

于每股

6.33

元定向增发不超过

4

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

亿

元。定增方案实施完成后，北京首都

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0.36%

，仍处于控股股东地位。

从

10

个募投项目金额大小来

看，其中约

8.6

亿元投向“其他关于

水处理及固废处理等环保领域的

项目投资”，

7.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及归还银行贷款，

4

亿元投向

“江苏省徐州市区区域供水中心

水厂（刘湾水厂）改扩建工程”。 其

余

7

个项目则涵盖安徽省、湖南省

和山东省的水厂、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

从项目范围来看， 首创股份主

要将募集资金用于水厂和污水处理

厂的建设和升级。除了水处理之外，

还有

7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投向“湖

南省岳阳市岳阳县生活垃圾无害化

填埋场项目”。

不过， 对于金额最大的

8.6

亿

元水处理及固废处理等环保领域的

项目， 首创股份称目前具体的项目

谈判、 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及其他有

关审批手续，还在进行当中。

徐州水厂改建项目金额远远超

过其他同类项目。项目具体情况为，

首创股份拟新建

20

万吨

/

日常规处

理工程、

40

万吨

/

日深度处理及排

泥水处理工程、 取泵站及原水管道

的改造。首创股份分析，徐州主城区

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 因此急

需压缩地下水开采量。 作为徐州市

唯一的一座地面水厂， 刘湾水厂改

扩建后可以增加徐州城区供水能

力，提高供水水质。特别是项目完成

后可逐步关闭主城区部分地下水取

水深井。

此外， 首创股份同日发布董事

变更公告。 冯春勤、沈建平、潘文堂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所任专门委员

会的相关职务， 同时冯春勤不再担

任公司副董事长。 首创集团推荐王

灏、刘永政、苏朝晖三人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显示，王

灏为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永政、苏朝

晖目前为首创集团副总经理。

盛大游戏将推自有手游平台

未来一年已准备36款精品手游在该平台发布

见习记者 翁健

昨日， 盛大游戏在北京召开了

盛大游戏移动战略发布会， 宣布将

搭建自有的手游平台。盛大游戏以搭

建平台的方式进军手游市场，标志着

国内手游运营即将步入平台之争。

在发布会上， 盛大游戏正式发

布移动游戏平台精品店战略， 宣布

推出移动游戏运营平台———“

G

家”

APP

（

g.sdo.com

），同时宣布未来一

年已经准备多达

36

款精品手游在

G

家平台发布。

在此之前， 盛大游戏为顺利推

出手游平台， 已经用

8

亿美元将旗

下提供数据和用户服务及预付卡支

付的两家平台型公司注入盛大游

戏。 而最近通过这两家公司的平台

进行运营的手游 《扩散性百万亚瑟

王》也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据统

计其公测在线人数峰值突破

80

万，

成为盛大游戏的主要收入。

盛大游戏总裁钱东海在发布会

上介绍，具体而言，

G

家首先仔细挑

选入驻的

1%

精品游戏， 然后用最

高分成比例甚至买断来合作， 之后

盛大用保底的方式运营。同时，盛大

游戏将在韩国、 日本及东南亚国家

同步推出

G

家。

钱东海还表示， 盛大的精品店

体系不仅仅依托于自有平台， 还将

植入其他渠道和市场，与开发者、市

场、渠道分享最高达

90%

的收入。

端游公司搭建手游平台相比腾

讯、

UC

等平台具有流量和用户上

的劣势。 盛大高份额的利润分成举

措，不难看出是为扭转其中的劣势，

占据更多的推广资源和市场份额应

运而生的。 此前就有手游开发商透

露， 盛大游戏为吸引手游企业进驻

平台， 相比其他渠道相应提高了利

润分配的份额。

目前国内的一线手游平台主要

有

4

个，分别为腾讯、

360

、被阿里巴

巴投资的

UC

和被百度收购的

91

助手。由于手游开发商的风险较大，

而游戏平台作为手机游戏的守门人

风险较低， 且依靠自身平台的巨大

流量，具有不错的收益。所以成为了

巨头们的兵家必争之地。

盛大网络董事长陈天桥此前表

示，手机游戏的周期短、规模小，将

更加凸显平台的重要。 此番盛大游

戏搭建平台， 无疑将加剧手游平台

与渠道之争， 并将成为端游巨头的

一个风向标。

据消息透露，网易、畅游和完美

世界等传统端游巨头也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立自己的手游平台， 国内的

手游平台形成燎原之势。

一

格力电器

上半年净利40亿增四成

格力电器 （

000651

） 今日发布的半年报显

示，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34.89

亿元，

同比增长

10.74%

；净利润

40.15

亿元，同比增

长

39.85%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市场份额

进一步提高，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格力电器表示，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通

过业务模块整合、信息化、集团化管控、联合管

理模式等深化管理， 将扁平化管理与精细化管

理有机结合， 有力地提升了公司管理水平。 此

外， 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为主任

的信息化委员会， 旨在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业

务管理流程， 加快公司信息化规划建设及信息

化与自动化融合，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运营风

险，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俞叶峰）

山西汾酒杏花村3号

瞄准年轻消费者市场

在各大酒企纷纷推新举应对

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山西汾酒集

团也推出了转型新作———杏花村

3

号。 公司董事长李秋喜表示，杏

花村

3

号的推出是汾酒集团坚持

市场导向， 对杏花村品牌进行全

方位创新的重要举措。同时，集团

将原来杏花村的品牌管理、生产、

营销资源进行整合， 成立专门的

销售公司， 杏花村

3

号的推出是

杏花村品牌独立运作的新标志。

与其他酒企转型不同的是，

汾酒这次瞄准了年轻一代的消费

群体，此次“杏花村

3

号”从理念、

包裝、 品质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

的突破。 价格定位在

100~300

元，锁定白酒主力消费群体。值得

一提的是， 在基于清香口感和高

纯净度的支撑下， 杏花村

3

号在

饮用方式上大胆创新， 消费者可

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需求与其他饮

料混搭。

在渠道推广上， 杏花村

3

号

除了传统的白酒实体渠道经销方

式， 还将在电子商务方面有创新

举措， 不仅仅是依托互联网平台

开店卖酒， 未来还将透过更多创

新应用， 实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

的零距离接触。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白酒行

业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 酒企

基于市场环境及消费环境的变

化，及时调整方向，进行创新转

型已成为穿越行业调整期的唯

一出路。

在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

下， 今年上半年汾酒集团实现销

售收入

70.8

亿元 ， 同比增长

16.76%

，实现利税

26

亿元。

（马晨雨）

中通客车

否认将进行定向增发

中通客车（

000957

）今日针对媒体关于公司

拟进行定向增发的传闻报道进行澄清。 中通客

车表示， 公司及控股股东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均未拟定定向增发方案， 也未接到

有关部门关于相关事项的通知。

中通客车及控股股东对此承诺， 公司不存

在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并承诺在未来

3

个月内不会就上述事项进行筹划。 （郑昱）

风范股份与CAMEG公司

签订13.7亿供货合同

风范股份（

601700

）今日公告，公司于

8

月

19

日收到了阿尔及利亚

CAMEG

公司送达的

关于双方签订的建设项目

CONTRACT N°PE

25/13 CAMEG

线路铁塔合同生效通知书。 本

次签订的线路铁塔销售合同总金额共计

2.24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

13.69

亿元， 约占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收入的

82.88%

。

该合同建设项目主要是由风范股份向

CAMEG

公司提供

220KV

线路铁塔， 合同整体

执行期限为

24

个月。 风范电力表示，随着合同

执行将会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会计年度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时将丰富

公司海外市场推广经验。 （袁源）

洪城股份

重组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济川药业借壳上市之路成功突破第一关，

洪城股份（

600566

）昨日召开的股东大会，高票

通过了公司与之进行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

关议案。

与先前陷入拟注入资产“高估值”议论不同

的是，在洪城股份昨日召开的会议现场，并无股

东对此次重组的各项议案提出质疑； 除关联交

易议案大股东需回避表决外， 其他议案均获现

场全票通过。综合网络投票结果，上述议案均获

得了

93%

以上的通过率。

若本次重组成功，济川药业将实现借壳上

市。 不过，昨日与会的济川药业副董事长曹飞、

董秘吴宏亮等都显得十分谨慎，会后，他们婉

拒了各路记者关于重组事项的提问， 匆匆离

去。 洪城股份董事兼董秘王速建则表示，相关

问题“公告中都有，并无其他可以补充说明的

内容”。

昨日，因出售铸造部资产“将对公司当期

利润产生较大影响”，洪城股份停牌一天；公司

今日公告， 这块于

2011

年就已确定出售的资

产目前已清算完毕，

3399

万元的转让收益已全

部到账， 这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产生积

极影响。 （曾灿）

北大医药抗癌新药

获1000万专项资金扶持

北大医药 （

000788

）“康普瑞汀磷酸二钠临

床研究项目”获得

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资金

1000

万元。

康普瑞丁磷酸二钠（

CA4P

）系北大医药在

研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目前已进入

Ⅱ

、

Ⅲ

临床

研究阶段。 康普瑞丁磷酸二钠是一种血管靶向

药物或内皮破坏药物，其机理独特。 资料显示，

它是至今为止全球发现的对癌症最为有效而毒

副作用最小的抗癌药物。 本次获得中央预算资

金支持， 说明该项研究已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

与认可。 （张伟建）

图为雏鹰农牧旗下的雏牧香生态肉专卖店

图为雏鹰农牧董事长侯建芳庞珂/摄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