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海尔2014年业绩增长20%�

拟10转10派发4.92元

证券时报记者 贾小兵

今日，青岛海尔（

600690

）发布

2014

年度报告。报告显示，

2014

年公

司实现收入

887.8

亿；归属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49.9

亿，同比增长

19.6%

。

从财务指标来看， 公司盈利能

力继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

达

27.5%

，同比提升

2.2

个百分点；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率为

5.62%

，同比提升

0.8

个百分点；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

70.1

亿元，同比增长

7.68%

。 为积极回报

股东， 青岛海尔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同时派发现金股利

4.92

元（含税）

,

总分红金额占归属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中达

30%

。

报告显示，

2014

年公司大力推

进网络化转型， 积极提升公司产品

结构，升级渠道业务。在升级现有产

品基础上不断开发出新的高端家电

产品以适应消费者需求。 公司先后

推出了云裳洗衣机、朗度冰箱、天铂

空调等明星产品， 并在行业内率先

推出定制化服务， 持续保持了产品

和技术引领优势。根据中怡康统计，

在国内市场，海尔的冰箱、洗衣机、

热水器等产品份额继续保持行业第

一，空调产品市场份额位居第三。

渠道综合业务方面， 公司大力

打造物联网互联网交互的新模式，

开始实施电商化及

O2O

转型，将“人

单合一” 双赢模式应用到了旗下的

日日顺产业上。 截至

2014

年， 通过

O2O

的经营模式， 集团的线上线下

聚集活跃用户已达到

1570

万。

青岛海尔相关负责人介绍，面

对家电行业需求放缓等挑战以及扑

面而来的“互联网

+

”时代，公司大力

推进网络化转型及适应消费升级的产

品结构、渠道业务的升级。

2014

年是公

司推进电器网器化第一年， 海尔智能

冰箱、 洗衣机、 空调等销量超过

80

万

台

/

套，智能家电（网器）、

U+

收入近

30

亿元。为促进存量家电智能互联，公司

推出空气盒子、冰箱卫士、可解决家中

水电气安全及防盗的

SmartCare

套装

等小网器。这些网器物物相连、与互联

工厂相连、与服务后台相连、与生态圈

伙伴相连，推动构建智慧生活生态圈。

行业专家认为，

2014

年海尔加速

内建智慧互联工厂，外搭

U+

智慧生活

平台的步伐， 朝着网络化阶段不断深

入推进。通过互联网工厂的建设，实践

工业

4.0

，构筑从大规模制造转向大规

模定制的能力， 给消费者带去智慧生

活的“网器”，鼓励内部员工成为创客，

利用海尔开放的平台整合国际资源创

业创新； 广泛吸引合作伙伴为消费者

提供各种服务。 开放的平台化经营模

式给海尔带来了一次“裂变”，推动海

尔家用电器销售持续增长， 其中卡萨

帝品牌成为

2014

年中国高端家电的首

选品牌， 多门冰箱及酒柜等产品均居

行业第一。

青岛海尔表示，

2015

年，公司将深

化推进网络化战略，按照“人人创客、

引爆引领”的发展主题，推动企业从管

控型组织变成投资驱动平台与用户付

薪平台，调动内外部创客的积极性，持

续优化用户交互平台和一流资源整合

平台。在业务上，进一步提升家电产品

的网器化比重，促进产品、渠道持续创

新与颠覆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工厂能

力，通过内生成长与外延成长相结合，

实现公司稳健、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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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闽光借“一带一路”上涨 排污大户需苦练环保内功

受“一带一路”规划发布影响，多

次现身 “上市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风

险排行榜前

20

”（以下简称 “排污榜”）

的三钢闽光、中国铝业、海螺水泥等公

司股价随之大涨。 但主打绿色丝绸之

路的“一带一路”倡导输出优质产能，

企业还需做足管理和业绩上的真功

夫。 数据显示，冀东水泥、海螺水泥和

华新水泥等多家水泥行业企业同时下

榜。陕西黑猫、皖维高新关联企业首次

上榜，焦作万方再次上榜。

三钢闽光

绕不开环保短板

昨日，三钢闽光一字涨停，但其在

排污榜上的名次也同时创下 “新高”：

本期该企业二氧化硫超标天数达到

7

天，风险指数高达

100

，跃居亚军。

有分析认为， 此次涨停与新出炉

的“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将福建和新疆

分别被设定为海陆“两翼”核心区密切

相关。一些研究者提出，“一带一路”从

宏观战略到具体项目还需进一步整合

资源， 关注投资项目的财务绩效和整

体业绩。排污榜负责人表示，虽然受益

政策红利，但企业还需切实练好内功。

是否可以把握住政策机会， 环保的短

板效应是绕不开的。

华新水泥拟借环保布局

实现规模效益

同为“一带一路”政策受益行业，

本期排污榜中，冀东水泥、海螺水泥、

华新水泥等多家水泥行业企业下榜。

从去年

3

月

1

日，《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实施以来，尽管水泥行业的

生产运行成本出现增加， 但不少企业

却通过技改完成环保布局。 华新水泥

在其新近公布的年报中披露，

2014

年

公司环保业务突破

1.2

亿元，同比增长

13%

， 并在

2015

年计划加大环保业务

投资。除环保业务的规模效益外，中金

公司研报认为， 华新水泥的海外项目

将提升其

2015

年业绩弹性， 将其上调

为“推荐”评级。

另外， 作为水泥行业龙头的海螺

水泥，于

2014

年底完成

119

条熟料生产

线的脱硝项目技改， 以使排放浓度符

合新标。 另一方面继续加大环境保护

投入， 对所有子公司包装系统全部实

施了粉尘治理改造， 积极开展电收尘

技改，确保粉尘达标排放。

中国铝业

抛售焦作万方祸福未定

焦作万方本期再次上榜， 环境风

险指数高达

72.95

。

3

月

25

日，中国铝业

公告披露转让焦作万方股份获国资委

通过。从

2013

年起，中国铝业开始不断

出售资产进行“瘦身”，已处置的包括

铝铁矿股权、铝加工股权，焦作万方的

股权减持等。市场认为，随着中国铝业

的退出，焦作万方的想象空间打开。但

对中国铝业而言，并无实质利好。

从排污榜上榜情况看， 中铝此次

仍有山东和中州两家子公司上榜，且

超标天数均达

5

天以上。排污榜项目分

析师认为， 环保表现虽仅在资本市场

的交易行情中起到辅助作用。 但从企

业长远发展来看，财务和业绩的管理，

以及环保短板的补齐，才是关键因素。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

心特约观察员 田楠）

关于企业排放标准的免责声明：

一、 本榜单中所涉及的企业排放标准取自各环保部门公开的企业自行监测在线平台，

对因原始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或准确性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

二、因部分企业废气排放口未标明标准限值，或标注的标准限值错误，参照如下资料

修订了相关企业废气排放口的排放标准：1.企业自行在线监测方案；2.企业所属行业的国

家和地方排放标准；3.当地环保厅季度监督性监测报告；4.《全国投运燃煤机组脱硫设施

清单 2013 年》；5.《全国投运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清单 2014 年》；6.根据现有关于该企业

锅炉的投运年份、锅炉类型的介绍等。

三、读者若发现相关数据和信息与环保部门或者企业自身公示内容不一致的，可致电

【010-84448189】，或电邮【csr@stcn.com】，我们将及时进行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

调整相关数据和信息。

� � � �研究说明： 本表数据根据截至 2014 年三季度报告中上市公司关联方

即上市公司分、子、控企业的在线数据监测结果获得。

超标是指根据环保部门实时在线数据排放物浓度值大于该排放物浓度

标准，则定义为该时段该排放物超标。 超标日是指根据实际工况，对该企业

生产日同一排口、同一排放物发生 3 次超标排放情况，且当日平均超标倍数

>0记为该企业所属排口超标日。 超标倍数是指根据实时在线数据，超标倍

数 = 排放物浓度值 / 排放物浓度标准×100%-1。 平均超标倍数 =(∑该企

业同一排口同一排放物日均超标倍数)/(∑该企业同一排口同一排放物超标

日数)。 环境风险指数 =50×超标日期 /7+50×(当平均超标倍数大于 2 时

取 2，其他情况按日平均超标倍数计算)/2。本榜单暂不包含废水在线排放信

息监测。

17亿收购宇星科技

上风高科环保添新力

证券时报记者 李欣

30

日晚间，上风高科（

000967

）重组

草案出炉，公司拟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

结合的方式，收购宇星科技

100%

股权，

交易对价为

17

亿元，同时配套募资

4.25

亿元。 通过此次并购，目前已经在环保

硬件开始发力的上风高科正式涉足环

保软件领域，公司借此亦将添加环保动

力，进而由此前的以风机为主升级为风

机

+

环保双轮驱动。

重组草案显示，本次交易对价合计

17

亿，其中股票对价

77.55%

，现金对价

22.45%

。 宇星科技承诺，

2015-2017

年

净利润不低于

1.2

亿、

1.56

亿、

2.10

亿。

上风高科核电、轨道交通等业务一

直处于稳健发展状态。 另外，公司也陆

续推出应用于脱硫、脱硝等环保领域的

风机产品，并积极寻找机会通过资本运

作方式拓展环保领域新市场。

本次重组完成后，宇星科技将成为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作为被收购

方，宇星科技是环保领域以及水利领域的

全产业链服务提供商。宇星科技已为超过

7500

家用户提供各类气体、水质、水文环

境监测产品。凭借全产业链和完善的资质

优势、稳定的产品质量、贴心的服务，在环

境监测领域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重组草案显示，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宇星科技净资产

16.95

亿。 也就是说，

上风高科几乎以净资产为基准，没有任何

溢价，这在环保业收购重组中是罕见的。

对此，上风高科表示，本次收购能以

如此低的价格成交，更多的是宇星科技股

东对上风高科重组后发展的信心以及对

上风高科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可。上风

高科控股股东具有雄厚的资本和资金实

力，能为宇星科技未来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和发展资源保障， 对于宇星科技而言，牺

牲短期利益来换取长远发展不失为一个

明智之举，而对于上风高科来说，其以相

对较低的价格获得一个优质的环保平台，

这对上风高科风机加环保双轮驱动战略

规划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田楠

/

制表 彭春霞

/

制图

易世达大股东更迭 未来将专注并网光伏

证券时报记者 柴海

3

月

30

日晚，易世达（

300125

）发

布权益变更公告，杭州光恒昱投资以

每股

20

元的价格受让新力科所持有

的易世达

25,820,000

股股份， 占易世

达总股本的

21.88%

，并成为易世达第

一大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

署，意味着易世达将逐步以“并网光

伏项目”作为公司发展布局的重点。

布局光伏产业

目前， 易世达主营业务包括水

泥余热发电业务、 新能源及清洁能

源业务。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

由于公司水泥余热发电业务受季节

性停工、停产及节假日等因素影响，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亏损

90

万

-210

万元。

对于未来发展，易世达表示，短

期内公司将以取得并网光伏项目为

工作重点，并积极探索收费权质押、

碳交易、 保险等多种融资模式和运

营模式，同时，公司也将对光伏产业

研发及生产领域进行基础性研究，

为后续光伏产业链拓展或资源整合

做好充分准备。

国家能源局近期下发 《

2015

年

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称

2015

年

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目标是

1780

万千瓦，同比增长

78%

，显著高

于

2015

年

1

月讨论意见稿提出的

1500

万千瓦目标。 业内人士分析，

2015

年光伏装机目标大幅超出预

期， 对整个光伏产业链是重大政策

利好， 尤其是与装机高度相关的中间

制造和电站运营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 在加大光伏产业

投资的同时， 易世达开始收缩在传统

行业的投资。 今年

1

月

28

日，易世达公

告， 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大连吉通燃

气有限公司

65%

股权、控股子公司大连

易世达燃气有限公司

51%

股权转让给

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司。

3

月

19

日再次

公告， 决定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山东鑫

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9%

股权转

让给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

收购方实力雄厚

资料显示， 本次收购方光恒昱投

资是由浙江创新发展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创新”）受托管理的

投资企业。

而浙江创新是由浙江省发展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发展”）

控股的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由于浙江省

国资委通过下属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浙江发展，因此浙江省国

资委被认定为浙江创新的实际控制人。

浙江发展近年在资本市场非常活

跃， 除通过旗下的浙江省创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创业投资外， 去年还

因参与万好万家（

600576

）重组而为投

资者熟悉。

杭州光恒昱投资表示，成为易世达

第一大股东后， 未来将延续易世达原有

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紧紧围绕节能、清

洁能源及新能源领域进行业务拓展，大

力发展聚光光伏产业，探索碳排放交易、

并购贷款等多种经营模式及融资方式。

西部建设战略布局成效显著

证券时报记者 宋雨

西部建设（

002302

）在

2014

年营业

收入、新签合同额均实现逆势上涨基础

上， 公司制订

2015

年主要经营计划：新

签合同额

150

亿，营业收入

120

亿，利润

总额

4.95

亿。

西部建设董事会秘书林彬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西部建设将进

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借助‘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公司将紧跟

中国建筑的步伐， 认真谋划混凝土主

业、产业链、海外业务三大布局，确保持

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据林彬介绍：“西部建设重组之后，

市场开拓成效非常明显。我们在不断优

化乌鲁木齐、武汉、成都等支柱区域的站

点布局， 继续稳固当地市场占有率第一

地位。 同时，延伸湖南、陕西、贵州等战略

区域，并新进入了广西、河南、安徽、山

西、江西五个区域。 公司业务范围已覆盖

全国

18

个省区，在华北、华中、东南、西

南、西北等地区广泛布局，并在各区域形

成了较强的品牌影响力。 ”

伴随国家“一带一路”路线图的正式

出炉， 西部建设海外市场业务也取得初

步进展。 “去年，我们借鉴阿尔及利亚大

清真寺站的成功经验， 通过管理输出形

式新建的马来西亚搅拌站顺利投产。 公

司海外技术标准研究、 人才培养工作都

在积极推进， 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已成为

公司重点市场布局之一。 ”林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