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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列高原有轨电车

将开往非洲屋脊

� � � �昨日，由中国北车（

601299

）研制的

70%

低地板有轨电车在长春下线， 即将出口埃塞

俄比亚。 “中国制造”现代有轨电车将首次开

往“非洲屋脊”，服务埃塞俄比亚及撒哈拉沙

漠以南非洲地区首条开通的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此列车也是中国首列“高原有轨电车”。

此批

70%

低地板列车车门处地板面距

离轨面低于

35

厘米， 乘客抬脚就可乘车，大

大方便了当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列车最高

运行时速

70

公里，未来将运营在埃塞俄比亚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根据合同，中国北车将为

埃塞俄比亚提供

41

列有轨电车，明年

1

月前

全部交付。 （刘征）

中石化易捷牵手腾讯

建立战略合作

� � �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近日

签订业务框架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全面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前，中国石化易捷已与大

润发、西藏卓玛泉、顺丰快递、

1

号店等企业

签约合作。

根据协议， 双方将主要在业务开发与推

广、移动支付、媒介宣传、

O2O

业务、地图导

航、用户忠诚度管理、大数据应用与交叉营销

等领域开展合作。

8

月

25

日，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香

港举行的中期业绩推介会上表示， 非油业务

想象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是个“金矿”，目前

国际上非油业务营业额和毛利占比均为国内

20

多倍。 中国石化借移动互联跨界发展空间

巨大，更能放大价值，今后在发展优势油品业

务的同时，将大力挖掘非油业务潜力，未来重

点发展便利店、汽车服务、

O2O

、金融服务、环

保产品和广告等新兴业务， 打造全新商业模

式，逐渐从油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变，通

过跨界营销让加油顾客得到更多实惠。

（刘杨）

国产片票房拖累 影视六巨头业绩分化

证券时报记者 邝龙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A

股

6

家以影视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均已

披露上半年财务数据， 除华策影视

因并购业绩大涨

55%

外，其余影视

类公司净利润涨幅均在

20%

以内，

光线传媒、华录百纳甚至同比下滑。

上述公司公告显示， 上半年电

影市场竞争激烈，是造成光线传媒、

华谊兄弟等公司业绩平平的主要原

因。 而专注于电视剧市场的华策影

视、长城影视等，则拥有较为稳健的

业绩。

艺恩咨询分析师钟莹培认为，

电视剧和电影分属于

B2B

和

B2C

市场，后者波动性更为强烈。

电影景气度有望提高

华谊兄弟上半年净利润为

4.17

亿元，同比增长

3.55%

，但其中多属

投资收益， 公司电影业务收入同比

大幅下滑

68.67%

。

光线传媒上半年净利润为

1.02

亿元，同比下滑

40.73%

，其中电影业

务营收下滑是主要原因。 光线传媒

上半年有

5

部电影上映， 实现电影

票房

13.7

亿元， 位居行业第一。 不

过，由于投资因素的影响，光线传媒

电影项目收入同比下降

43.89%

。

华录百纳上半年营业收入

2.19

亿元，同比增长

79.48%

；净利润为

4528.03

万元，同比下滑

6.9%

。公司

解释称，电影《大话天仙》票房不及

预期，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期的盈

利水平。

上半年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但

民营影视巨头未能占据市场先机。

广电总局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电

影票房收入

137.43

亿元，其中国产

电影

66.34

亿元，进口电影

71.09

亿

元。 由于《变形金刚

4

》、《

X

战警》

等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国内市场竞

争激烈。

另一方面， 上半年公映的国产

电影多为中小成本制作， 竞争力较

弱。 排名前十的进口片上半年票房

合计为

51.9

亿元，而国产片前十合

计不足

45

亿元。

民生证券分析师郑平认为，下

半年国产电影高景气局面已经启

动，本土片有望迎来跨年度大行情，

2014

下半年

~2015

年国内电影市场

影片总体质量及影片类型均将有所

提升。

目前， 我国进口分账大片名额

定为

34

部，上半年已经公映

20

部，

下半年好莱坞大片密集程度势必减

小，国产电影竞争压力有所减缓。

电视剧龙头持续获益

在影视类上市公司中， 唯一净

利润涨幅超过五成的上市公司为华

策影视。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7.69

亿元 ， 同比增长

72.24%

； 实现净利润

2.03

亿元，同

比增长

55.6%

，每股收益

0.33

元。

对于业绩上涨， 华策影视解释

称， 主要是由于上海克顿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并表， 同时随着业务规模

扩大， 投资拍摄和外购的影视剧数

量和规模均增加， 相应的影视剧销

售收入增加。半年报数据也显示，电

视剧业务是支撑华策影视保持业绩

上涨的主要原因。 上半年该公司电

视剧收入

7.1

亿元， 较去年同比增

长

73%

。

主营电视剧的长城影视业绩快

报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

1.22

亿元，

同比增长

9.21%

；净利润

3945.09

万

元，同比增长

6.72%

，主要受益于新

剧销售良好。 另一大电视剧公司新

文化上半年净利润为

5818.22

万元，

同比增长

14.8%

；公司表示报告期业

绩增长， 主要系公司核心影视剧业

务保持稳定增长所致。

中金公司分析师王禹媚表示，剔

除克顿文化库存剧、并表影响，上半年

华策影视内生增速预计约

20%

，主要

确认收入的剧目包括 《大汉贤后卫子

夫》以及《真爱遇到他》。

郑平表示， 虽然电视剧整体供大

于求，但精品剧却供不应求。各大卫视

在收视率指标考核下， 精品剧呈现出

稀缺状态，具备极大发展空间；而具备

精品剧生产能力的机构并不多， 这为

行业龙头创造了持续成长的竞争基

础。 “一剧两星”的出台将利好电视剧

行业具备优良制作水平的龙头企业。

赣粤高速扩改

项目延长收费年限

� � � �赣粤高速 （

600269

）

8

月

26

日召开投资

者见面会， 向投资者详细介绍了公司未来的

发展脉络。 针对普通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变更问题， 赣粤

高速董事长黄铮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

是针对原方案中五年补偿年限过短的问题，

新方案完善补偿期至昌九高速、 昌樟高速的

剩余收费期限内； 二是针对原方案补偿原则

不够明确的问题， 新方案提出以上一年度全

国

GDP

增长率加

2%

的比例， 作为计算比例

计算补偿金额的补偿原则； 三是针对中小投

资者提出的市值管理问题， 公司控股股东此

次提出明确增持计划。

关于昌九高速改扩建项目对公司发展的

影响，赣粤高速表示，通过改扩建工程，将极

大地改善昌九高速的通行条件和能力。 尤其

是改扩建后通过重新申请核定经营期限，使

得将于

2030

年收费期到期的昌九高速得以

延长收费年限。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赣粤高速

公司管理层表示， 基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考

虑， 赣粤高速对多元化业务也进行了一些有

益探索， 先后参与投资了湘邮科技等上市公

司，还投资了江西核电。 （郭渭鹏）

市北高新

举办园区推介会

� � � �

8

月

26

日下午， 由上海市闸北区政府、

上海市北高新 （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活力闸北 财富市北” 市北高新园区主题推

介会在沪举行，市北高新集团总裁、市北高新

（

600604

）副董事长周群进行了现场推介。 来

自沪上多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地产中介、外国领馆等近百人参加

了会议。

闸北区副区长吴斌在会上表示， 把市北

高新园区建设成为具有产业特色、独特精神、

城市活力、宜商宜居的产业园区，成为北上海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旗舰品牌。

推介会还特别邀请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

事长袁岳主持了一场经济论坛， 为与会者带

来了一场思想的盛宴。 （董宇明）

智能家居指数首发

行业发展制约较多

� � � � 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日前宣

布，将于

9

月

17

日正式发布上证和中

证智能家居指数。 智能家居行业在今

年迎来了爆发元年， 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的家电厂商以及核心零部件上

市公司都表示，今年涨势明显，但增量

相对有限， 行业提速还需进一步控制

成本，推动数据分享，深化平台合作。

老左在一家豪宅装修公司工作，

问及今年智能家居安装行情， 他回复

道：“还好，缓慢增长。”老左表示，目前

平均售价

3-5

万元的智能家居系统，

并未完全实现智能， 互联互通尚未实

现，“很多用户只是安装智能插座，或

者安装个安防系统。 ”

行业发展的问题未阻碍资本市场

对智能家居的美好期待。 据悉，智能家

居指数涵盖智能家居零部件应用厂

商、终端设备厂商、系统集成商、网络

和内容服务商等。 最新数据显示，入选

上证和中证智能家居指数的样本股分

别有

100

家和

33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

分别为

4408

亿元和

1.27

万亿元。

作为入选样本股企业， 青岛海尔

从

2000

年起就涉足智能家居。海尔智

慧家庭北京创新中心总经理熊赓超表

示， 今年家居单品智能化增势显著好

于整体方案，“可以说是成倍增加，反

过来也促进了整体方案成本下降。”海

尔

3

月推出

U+

智能家居平台。 另外，

美的、

TCL

等家电厂商以及京东等电

商也在推广自己的智能家居平台。

相比下游厂商大胆布局， 生产家

电“大脑”的上游智能控制器厂家，还

是稍显谨慎。拓邦股份为海尔、格力等

家电厂家供货， 证券事务代表陈地剑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今年上半年的

智能家居市场， 智能控制器主要在空

调、灯控方面实现单体智能化，订单整

体涨势明显，但是只是小批量出货，增

量并不大。

“公司正在向智能控制器的互联

互通做研发， 也会考虑与互联网公司

合作，但还要看下半年市场情况。 ”陈

地剑表示，技术方面，控制器的互联互

通是可以实现的， 但问题是下游家电

厂家并不愿意开放数据端口， 标准难

统一。 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用促进协

会研究部主任潘岐灼表示， 智能家居

现阶段单品的智能化还是浅层次的，

智能家居还应该与建筑节能、 智慧社

区做融合，探索商业模式。（阮润生）

新能源汽车爆发 电池业急行军

见习记者 姜云起

昨日， 第六届国际电池工业展

览会在上海举行， 吸引了美日韩等

3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家企业参展。

受国家政策推动，今年以来，包括铅

酸电池和锂电池在内的整个电池产

业受到高度关注， 成为新一轮的投

资热点。 据悉，上半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量实现十倍增长， 拉动了锂

电池的市场需求。

铅电步入快车道

对铅酸电池而言，这是一个最坏

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锂电

池的蓬勃兴起对铅酸电池的市场造

成了一定的挤压，但另一方面，成熟

稳定的技术与日益提升的环保标准

给行业中的大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目前，铅酸电池在传统的汽车、

通信等领域多有应用。 国内铅酸

电池的代表企业有

A

股市场中

的猛狮科技

(002684)

、南都电源

(300068)

， 港股中的天能动力

(00819.HK)

、超威动力

(00951.HK)

等。

2007

年

-2013

年，我国铅酸

电池产量的复合增速达到

22%

。

猛狮科技副总裁吴樾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铅酸

电池性质稳定，安全性好，具有固

定的应用领域， 并不担心锂电池

带来的影响。 同时， 由于技术成

熟， 公司能获得稳定的国内外订

单，实现利润平稳快速增长。

对于今年电解铅价格上涨的

趋势，吴樾表示，公司与大型铅厂

进行合作， 目前成本上涨的压力

不是很大， 终端产品的价格仍然

保持在既定的区间内。

另一方面，

2010

年血铅事故

在浙江、安徽等地频发，环保部于

2011

年开展了针对铅酸电池中小企

业的整顿风暴， 逾百家铅酸电池企

业被关停，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环保标准提升有助于让有实

力的大企业扩张产能， 填补那些中

小企业被关停后的产能空缺。”吴樾

表示，明年将是铅酸电池行业“刺刀

见红”的一年。 根据相关规定，

2015

年底前要淘汰未通过环境保护核

查、不符合准入条件的落后产能，因

此明年或将会有一批不符合标准的

企业在整改之前开足马力做最后的

挣扎。

锂电技术进步加速

另一边， 锂电池产业今年在新

能源汽车的推动下可谓高歌猛进。

上半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实现

十倍增长，

2015

年的计划生产数达

50

万辆。锂电池需求的增长带动了

企业更多的研发投入。 记者从展会

中了解到， 上半年锂电池企业实现

了多项技术突破。

浙江巨化凯蓝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倪关法向记者表示，公

司已研制成功高品质的六氟磷酸锂

电解质， 质量与行业内领先的关东

电化相当。 该电解质能保证高温循

环测试下的电池不会形变。据悉，高

品质六氟磷酸锂的一期产能约为每

年

400

吨， 产品已通过杉杉股份等

电池企业进行测试， 目前进入价格

谈判阶段。此外，巨化凯蓝的含氟添

加剂已经经过小试，进入中试阶段。

据了解， 含氟添加剂是一种制作锂

电池电解液的重要材料。

此前，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

表示公司已研制出新型磷酸铁锰锂

电池， 其能量密度较磷酸铁锂电池

有较大提高。据了解，比亚迪的新型

电池预计明年起量产。

新能源车动力之争：超级电容PK锂电

见习记者 姜云起

除电池外， 超级电容是第六届

国际电池工业展览会中的另一大主

题，在工业控制、风光发电、智能三

表和军工等领域均有非常广阔的应

用前景。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超级电容

与锂电池的技术之争从未平息。 早

在

2010

年， 超级电容公交车便已

亮相上海世博会。 不过由于能量密

度低，公交车几乎每停一站就需要

充一次电，这就意味着需要改造每

一个公交站台。 一旦遇上突发情

况，过少的电量也大大限制了公交

车的机动性能，因此世博会后就鲜

有推广。

在展会上，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展示了一款新型超级电

容， 能量密度较普通超级电容提高

了

50%

以上，可以达到

15wh/kg

。 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 新的超级电容采

用了不同的技术， 在能量密度上有

所提高，而在功率上略有降低，更

适合搭载在公交车上， 使原本需

要频繁充电的超级电容公交车可

以一次性跑

20

公里。

随着能量密度的提升， 今年

4

月， 上海奥威的新型超级电容

公交车成功出口欧洲， 未来

3

年

还将有

600

辆左右的超级电容公

交车出口以色列和保加利亚等欧

盟国家，成交额约

2

亿美元。

此外，超级电容也被广泛应

用于轨道交通中。 今年

5

月，世

界首列完全超级电容储能

100%

的低地板有轨电车在中国南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亮相，将

应用于广州新型有轨电车海珠

示范段。 展会上，中国南车超级

电容研发人士表示，未来中国南

车量产的无轨超级电容公交车

还将进一步提高超级电容的能

量密度。

不过， 超级电容的能量密度

毕竟有限，除公交、地铁等既能搭

载大量超级电容又有固定线路的交

通工具外， 超级电容作为乘用车的

主动力源就显得力不从心。 数据显

示， 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在

110-

150wh/kg

， 但超级电容普遍只有

10wh/kg

左右。 换言之，超级电容的

续航里程只是相同重量锂电池的十

分之一左右。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助理郑

俊生表示， 超级电容暂时还不适合

做乘用车的主动力源， 但和锂电池

相配合可以实现“

1+1>2

”的效果。

不同于电池， 超级电容中电能的储

存或释放是通过静电场建立的物理

过程来完成的， 在充放电时不发生

化学反应， 因此可循环次数大大高

于锂电池， 且充电速度和放电功率

是锂电池的数十倍之多。

“超级电容与锂电池之间并

非水火不容的关系。 ” 郑俊生表

示，“在汽车刹车的过程中会有能

量的浪费， 此时超级电容可以发

挥充电快的特性将能量迅速回

收， 在汽车起步阶段大功率释放，

既节能又帮助缓解锂电池压力，延

长它的寿命。”据悉，同济大学汽车

学院正在开发能量密度

30wh/kg

以上的锂离子超级电容器，对超级

电容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起

到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在风光发电领域，由

于太阳能、风能输出不稳定，超级电

容作为缓冲器储存过剩能量， 在电

能输出不足时将所处能量在短时间

内释放。

据统计，

2013

年我国超级电容

市场规模达

19.2

亿元，预计到

2016

年将超过

33.8

亿元。

A

股中，涉及超

级电容的上市公司有江海股份

（

002484

）、法拉电子（

600563

）等。其

中， 江海股份目前有两种分别跟

EDLC

和

ACT

合作生产的锂离子超

级电容器， 均已试产。 江海股份表

示， 公司的超级电容以三表应用为

主， 但已与车企合作开发车用超级

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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