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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多地楼市开门红

一二线城市成交有望上涨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记者从中原地产了解到，“五一”

假期，多地楼市继续升温，预计

5

月

一二线城市有望环比

4

月再次出现

上涨。

据了解，“五一”前夕，广州

10

区

2

市共有

20

个楼盘拿到预售证，新增

4948

套住宅房源； 在南京，“五一”期

间有四个楼盘开盘，和以往的冷清相

比， 各个售楼处的人要多了许多，个

别楼盘在小长假首日便售出九成；佛

山取消了限购政策，借此东风，开发

商推出多重促销吸引客人，“五一”期

间市民买楼、看楼热情高涨；上海“五

一假日楼市” 房展会迎来火爆人气；

北京“五一”期间大部分项目人气也

明显增加。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从

4

月整体签约量看，一线城市涨

幅最明显， 整体销售量环比上涨幅度

均超过

50%

。 在近期政策的频繁刺激

之下， 前期观望的购房人群将加速入

市，“五一”期间延续了这种上涨趋势，

预计

5

月一二线城市有望环比再次出

现上涨。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是经济

调控政策， 而调控政策中影响力最大

的是信贷政策。 信贷额度及利率水平

是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 ”张大伟说，

后续房地产刺激政策还会有多种可能

性， 包括降准降息在二季度有继续出

现的可能。这种情况下，购房者入市的

积极性在提高。

不过，张大伟说，一二线城市与三

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一

线城市在本轮市场复苏中成为领头

羊， 而供过于求的三四线城市提振作

用有限。

中国指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也认为， 随着各类政策逐步落实及货

币环境的持续宽松， 首置及改善类购

房需求将平稳释放， 市场回暖趋势将

进一步延续。 由于当前大部分城市住

宅库存量仍处高位， 短期内全国整体

价格将保持平稳。不同城市来看，各城

市对政策敏感度存在差异， 未来价格

走势将持续分化。

新疆及中亚需求旺盛

雪峰科技民爆业务持续上升

证券时报记者 宋雨

在新疆伊吾县淖毛湖矿区， 广汇

能源大型煤矿项目按照雪峰科技钻爆

挖运、剥离施工不断推进。 自

2012

年

以来， 雪峰科技陆续承接了广汇能源

白石湖、东八区露天矿、天池能源准东

露天矿、黑山露天矿、天池能源五彩湾

露天矿等新疆大型煤矿爆破剥离业

务， 来自这些大型矿山客户的爆破服

务业务收入已占到公司全部爆破服务

收入比重的

70%

以上。

雪峰科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

春林表示：“凭借爆破技术优势以及矿

山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雪峰科技与大

中型露天矿山业主建立起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承接的合同总额、单体合同金

额以及剥离方量单价均呈上升趋势。 ”

从事民爆产品生产销售运输以及

爆破服务业务的雪峰科技是新疆生产

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民爆行业龙

头企业。 目前，公司工业炸药中固定生

产线生产方式的年许可产能为

8

万吨，

现场混装炸药年许可产能为

2.8

万吨，

工业雷管年许可产能为

5200

万发，工

业导爆索

1200

万米，塑料导爆管

5000

万米，主要服务于新疆地区各地持有民

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资质的民爆流通

企业及大型矿山等工程企业。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地

区的民用爆炸物品需求增长趋势十分

显著。

周春林分析说：“从

2014

年及今

年一季度的情况看， 公司膨化硝铵炸

药和乳化炸药的产能利用率较高，主

要得益于新疆大规模的煤炭、矿山和

铁路公路建设， 以及随着 ‘西煤东

运’、‘西电东送’发展战略的实施，使

得新疆境内民爆产品的市场需求持

续上涨。 ”

在新疆， 雪峰科技拥有乌鲁木齐

事业部、尼勒克雪峰、哈密雪峰三岭等

3

个工业炸药固定生产点， 均匀分布

在北疆、东疆，在销售范围上可覆盖全

疆并辐射至部分省外地区。 同时在新

疆全部

25

家民爆销售流通公司中，雪

峰科技直接或间接控股

11

家流通公

司、参股

1

家流通公司，生产点及民爆

销售公司的联合构成了分布广泛的销

售网络体系。

《新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显示，到

2015

年，新疆工业

包装炸药产量达到

25

万吨， 现场混装

炸药产能达到

28

万吨， 工业雷管产量

达到

7000

万发， 实现总产值

30

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

25%

。着力发展

乳化炸药和多孔粒状铵油炸药，工业雷

管向高可靠性、智能型方向发展，着力

发展导爆管雷管，电子雷管、导爆管雷

管所占比例达

50%

以上。

未来

5

年，毗邻新疆的中亚国家民

爆市场发展依然较为迅猛，预计每年民

爆产品的需求以

20%~30%

的速度增

长，炸药需求总量将达到

40

万吨

/

年。

周春林表示：“新疆大发展及中亚

国家民爆需求旺盛为雪峰科技提供了

很好的发展条件， 雪峰科技将利用本

次新股发行并上市的契机， 充分发挥

50

年的积淀优势，在进一步提升产品

技术含量的同时， 将继续实施向产业

链上下游延伸的发展战略， 继续实施

并购扩张战略。此外，雪峰科技已经与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

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来，在满

足疆内市场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将加

大民爆产品出口力度，输出电子雷管、

乳化炸药以及相关设备、技术服务，与

外方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延伸产

业链，进行爆破合作、矿产开发等多领

域的广泛合作。 ”

芭田股份 欲打造互联网+平台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在深圳这个远离农业的城市藏着

一家做复合肥的公司。

4

月

28

日深交

所举办的 “践行中国梦 走进上市公

司” 活动选择了位于深圳南山区的芭

田股份（

002170

）。

芭田股份总部所在的南山区高新

科技园有众多高科技公司， 而芭田股

份成立以来也在不断锐意创新， 其科

技含量颇高，走在行业前沿。

截至

2014

年，芭田股份共申请专

利

295

项，获得专利

166

项，处行业领

先地位。该公司近年来通过不断收购，

又为大平台战略打开了空间。

营养专家

芭田股份在南山区一栋写字楼办

公。如果没有提示，走进办公室的投资

者很难想到这是一家化肥公司， 而会

觉得这是一家科技类公司。

公司内展示着公司所获得的荣

誉，但是没有生产车间的展示，对想

参观生产线的投资者可能有些失望，

公司把主要时间留给了介绍和答问

环节。

芭田股份副总裁、 董秘张重程首

先对公司做了简要介绍。这么多年来，

芭田股份一直在产品创新上不遗余

力。 从

2000

年国内率先推出“芭田蓝

复肥”，

2003

年国内首家推出“高塔硝

硫基”，开创高塔硝硫基时代，到

2008

年创新推出 “芭田

1+1

”， 肥效升级。

2012

年推出两大新品： 芭田硝硫基

“十年经典” 及掌握聚磷酸铵技术的

“芭田和”。 另外公司在水溶肥上也很

有成绩， 长效肥可提高肥料利用率

15%~20%

。 公司肥料可使叶菜提前上

市， 对农作物产量提升比同行高出

10%~30%

。

芭田股份还进军上游， 在贵州获

磷矿探矿权， 磷矿品位高达

30%

，优

于许多同行，公司先后在江苏徐州、广

东深圳、 广西贵港和贵州瓮安建起了

八座高塔，形成东部、东南部、南部、西

南部四个生产基地。

在并购上，芭田股份也动作不断，

收购阿姆斯打造微生物肥第一品牌，

与希杰合作布局生态型肥料， 布局农

业信息化领域，收购金禾天成等。

芭田股份董事长黄培钊皮肤黝

黑，似乎经常在田间地头。

1976

年黄

培钊高中毕业回到农村，

1979

年考入

华南农学院

(

现华南农业大学

)

，就读

于园艺系蔬菜专业。在这个过程中，黄

培钊认识到了化肥对于植物生长的重

要性。

1989

年

4

月，黄培钊进入深圳

京石多元复合肥厂工作， 这就是芭田

股份的前身。

在同行都在宣传增产功效之时，

黄培钊

2007

年提出要确立芭田股份

“食物链营养专家”的品牌定位。 当今

消费者已经从饥饿中解放出来， 变成

了对营养的追求。 而让食品变得健康

营养，不仅满足消费者要求，也可以帮

农户卖出高价钱。

通过肥料改善农产品，是芭田股份

的追求，黄培钊在提到贵州磷矿资源时

表示， 该公司将综合利用磷矿资源，充

分利用磷矿相伴的矿物质营养，对提升

肥料的营养平衡发挥关键的作用。

种植大平台

国元证券分析师李朝松提问到，

现在复合肥行业年增长率为

20%~

30%

，现在大公司都在跑马圈地阶段，

这个阶段什么时候会完成， 行业格局

相对稳定下来。

张重程表示， 中国复合肥使用率

停留在

35%

的水平，发达国家为

70%~

80%

，这其中有很大提升空间，尽管全

国有很多新增项目， 但要达到国际水

准还需很多年。

针对高管减持是否意味着不看好

公司前景的提问，张重程表示，“（减持

的）高管当时的确需要钱，并不意味着

不看好公司， 不当的是因为年报披露

推迟，而减持在了窗口期。 ”

有投资者关心互联网

+

将为公司

贡献多少利润。 张重程表示，“我们在

这个行业是吃螃蟹的人， 传统行业怎

么转型需要探索， 我们坚信互联网

+

能在未来会有很大成绩， 但是现在还

不足以合并报表。有人看重盈利贡献，

我们同时看这个平台能不能杀出一条

血路，为行业树立标杆。 ”

今年一季度芭田股份净利润同比

下降， 财务总监余应梓解释称，“复合

肥行业和农业一样有季节性变化，今

年往后延迟了一点儿， 引起业绩下

滑。”芭田股份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是

今年净利润增长

35%

， 余应梓表示，

下半年管理层会根据市场情况研究对

策，争取完成今年目标。

芭田股份总裁助理欧波表示，公

司近年来根据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产

品，推出更适合农民种植习惯的产品，

新产品靠新技术做支撑， 为毛利提升

做出贡献。资料显示，芭田股份毛利率

处于行业内较高水平，

2013

、

2014

年

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6.8%

和

21.1%

。

据悉， 芭田股份在华南和华北地

区大田作物上不如竞争对手， 而在经

济作物上有优势。 现在大田作物因土

地流转和大规模使用机械化而出现种

植方式的变化，改变过去的用肥方式，

给芭田股份带来机会也带来挑战。

在交流会上，芭田股份正在打造

的种植平台尤为引人瞩目， 该平台

将以服务为核心技术支撑， 以金融

服务为杠杆， 以流通服务实现最终

品牌溢价的“四位一体”品牌种植模

式，打造生态农业产业链运营平台。

金融服务自然是该公司下一步考虑

的一个方面。

国元证券分析师李朝松认为，国

内化肥复合化率和市场集中度将逐步

提升， 未来几年行业内优势企业有望

获得

20%~30%

的年均增速。

2014

年

开始芭田股份先后在广西来宾试点种

植甘蔗、河北试点种植马铃薯、广西试

点种植火龙果， 品牌种植正在逐步推

广，为未来打开成长空间，“复合肥

+

农

业大数据

+

种植平台”将逐步完善公司

的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黄培钊：服务站盈利是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中国粮食产

量过剩，库存饱受粮食陈化之苦，有

专家认为农药和化肥需求将迎来饱

和。农药和化肥滥用造成土地污染，

并危害人类健康， 而农作物要丰产

丰收又依赖两者贡献。

不过芭田股份董事长黄培钊认

为，高质量肥料还会有更大需求。对

正在打造的互联网

+

平台， 他认为

核心关键是让服务站盈利。

证券时报记者：

2014

年开始

，

公司试点种植甘蔗

、

马铃薯

、

火龙果

等

，

未来会直接种植吗

？

黄培钊：这只是在提供示范，为产

品推广服务，公司并不会涉足种植环节。

证券时报记者：

全网工程的设

想是

？

黄培钊： 我们很早就在互联网

化，但是受制于农村的联网水平，一

直进展不大，但现在不同，农民都在

用手机，农村互联网水平已很高，已

经有了硬件条件。

要测壤测液， 还要结合天气对

化肥使用进行指导， 比如雾霾就是

一个很大影响因素， 雾霾时施肥没

有做好就消化不好， 在土壤中残留

造成恶性循环。 这种技术支持就需

要构建一个信息平台，需要标准化，

技术人员下田头的数量毕竟有限。

实际上， 做一个信息化平台很

不容易， 原来有些大公司投资了几

个亿却血本无归。 这里面的难题是

和农户对接， 要用服务站的形式来

落地， 而服务站盈利则是集中要解

决的问题， 因为盈利之后才能可持

续发展，才能实现线上线下对接。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站在测

试，整个流程都在构造和推进，适当

时候再与大家交流。

一旦平台打造完成，就可以节省

三个中间环节，减轻很多中间成本，传

统的生产模式遇到的问题是转过来转

过去，物流和加工环节花了很多钱。

证券时报记者：

怎么看产品价

格比较高

？

黄培钊： 现在的比价方式有问

题，比如是按照氮磷钾的含量做比较，

以氮肥为例，分为硝态氮、氨态氮和尿

态氮，其成本不一样，肥效也不一样，

更重要是这三种氮的不同配比对肥效

的影响很明显。

含量高不代表吸收好， 现在新型

肥料可以做到很高的吸收。 关键要看

效果，这些是大把案例可以证明的。

证券时报记者：

公司位于深圳

，

有

什么优势和劣势

？

黄培钊： 位于深圳让我们勇于创

新，我们的产品一直走在行业前面。但

物流是困扰因素， 在旺季时竞争对手

可以每天对外发送

7000

吨

~8000

吨

产品，而我们

2000

吨也出不了，有订

单却无法完成， 这是限制我们的主要

原因， 制约了公司肥料产品销量的发

展。 我们现在正在改变。

证券时报记者：

高塔造粒技术是

公司首创

，

收到专利费了吗

？

黄培钊：这是公司率先发明的，并

拥有发明专利，但现在有

1000

多家公

司包括行业主要竞争对手都在用，也

没有办法，这是中国现状。

东方国信1.7亿并购境外公司

布局“互联网+工业”

证券时报记者 翁健

东方国信（

300166

）

5

月

3

日晚间

公告，公司日前与

Cotopaxi Limited

股

东签订了《针对

Cotopaxi Limited

的股

权收购协议》， 公司以自筹资金

181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7014

万元）受让

Cotopaxi

公司

100%

股权。公司股票将

于

5

月

4

日复牌。

资料显示，

Cotopaxi Limited

为境

外企业，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基于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能

力为全球工业及商业企业提供能源与

过程优化软件平台及咨询服务的公

司。 主要提供工业能源数据分析与管

理平台、 过程优化平台及与咨询服务

解决方案，涉及工业互联网、工业智能

领域。

东方国信表示， 此次并购是对公

司现有业务的补充和拓展， 是公司引

进海外先进技术、 管理经验及开拓海

外市场的重大机遇。 同时也是对公司

的管理和整合能力提出的挑战， 如公

司未有效整合目标公司资源和技术，

将影响目标公司未来发展。

此次收购是公司大数据业务向工

业互联网、 工业智能化领域的重要布

局， 将有力补充公司工业大数据版块

的业务，提升公司市场空间。通过此次

并购， 公司迈出了进军海外大数据业

务市场的重要一步， 是公司推进国际

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东方国信还表示， 目前，

Cotopaxi

公司业务已遍布全球

35

个国家，拥有

国际知名企业客户， 未来公司通过整

合资源，将扩大业务市场版图，并有利

于引入国际知名的战略性客户。 未来

将结合东方国信在大数据的技术实力

与

Cotopaxi

在智能监测、 过程优化方

面的技术优势及在工业领域各行业的

经验，布局“互联网

+

工业”。

此次股权收购交易尚需获得北京

市商委、 发改委和外汇管理局等相关

政府部门备案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长亮科技逾1亿收购

信息服务商合度云天

证券时报记者 翁健

长亮科技（

300348

）

5

月

3

日晚间

披露重组预案，公司计划斥资

1.16

亿

元， 收购合度云天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合度云天”）

100%

股权。公

司股票

5

月

4

日复牌。

长亮科技拟向周岚、邓新平、赵为

等

21

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合度云天

100%

股权。其中，长亮科技将以

71.93

元

/

股， 向所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约

70

万股。

同时， 长亮科技拟向黄晓祥、王

林、谢先兴、郑康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不超过此次交易价格

100%

的配套资

金 。 公司发行股份数初步确定为

118.43

万股，发行价格为

98.24

元

/

股，

上述对象的认购金额约为

1.16

亿元。

其中，王林和郑康为长亮科技高管。

长亮科技此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

用于支付购买合度云天股权的现金对

价、建设标的公司募投项目、补充长亮

科技营运资金和标的公司营运资金，

以及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

资料显示， 合度云天主要为金融

机构提供信息化建设专业咨询及系统

解决方案。 截至

2013

年末和

2014

年

末 ， 合度云天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1431.24

万元和

3167.3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