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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莱茵体育昨晚发
布公告称，为积极把握2022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背景下中国冰
雪运动推广与发展的良好契机，
公司与瑞士CCT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出资设
立“冰雪运动公司”，打造及运营
亚洲地区冰雪运动赛事。

据了解，CCT是世界冰壶冠
军巡回赛协会中国地区赛事IP
的唯一所有者及赛事主办方，
将在2016年第四季度在上海举
办2016世界女子冰壶冠军巡回
赛（上海大师赛），双方将以此
为契机对该项赛事的商业开发
展开深度合作。

CCT将授权莱茵体育作为

CCT世界女子冰壶冠军巡回赛
（上海大师赛）的商业合作伙
伴，由莱茵体育负责赛事的招
商，包括但不限于赞助商、供应
商、媒体等合作伙伴的选择、安
排等相关事项。莱茵体育将开
放自身拥有的媒体渠道和宣传
资源，投入到CCT世界女子冰壶
冠军巡回赛（上海大师赛）项目
中供使用。双方将共同投入资
源完成推广宣传、广告资源开
发、商业运营等赛事商业价值
的开发工作。

莱茵体育表示，本次合作有
利于公司打造拥有丰富赛事资
源的体育赛事平台，提高公司的
赛事运作能力、体育人才软实力
以及品牌影响力，加速推进莱茵
体育产业生态圈布局。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进入4月以来，上
市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告开始频
频亮相，昨晚多家上市公司对一
季度的业绩发布了预告，其中太
极集团依靠控股子公司桐君阁
的重组，一举取得近9亿元的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大涨 43 倍。
而南宁糖业和中航地产预计一
季度业绩亏损在1亿元以上。

四家公司业绩大幅预增
太极集团4月12日晚间发

布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6年一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9亿元左右，同比增长幅
度为4293.99%，上年同期为盈利
2048.25万元。公司表示，业绩
大幅增长主要由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桐君阁完成了重大资产重
组取得收益所致。

隆基股份4月12日晚间发
布业绩预告，经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预计公司2016年第一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55亿元至2.7亿元，与上
年同期 7400.04 万元相比增加

245%到 265%。公告称，受惠于
客户对高效太阳能产品的需求
旺盛和公司产能规模的不断扩
大，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69.1%，主要是光伏组
件和硅片业务收入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产品成本进一步下
降，毛利率水平同比提高。

安凯客车4月12日晚间发
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6年
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957 万元至 1076 万
元，同比增长140%至170%，上
年同期为398.45万元。公司表
示，业绩增长主要原因系一季
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及盈利
能力增强所致。

中顺洁柔4月12日晚间公
告，受益于销售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预计2016年第一季度
盈利 4226.27 万元-4893.57 万
元，同比增长90%-120%。

两家公司业绩预亏预减
南宁糖业4月12日晚间发

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6年
1至 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1亿元
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2104.08万元。公司表示，一季
度亏损主要原因包括：2015/
2016 榨季甘蔗收购基准价格
450 元/吨，比上榨季上涨了 50
元/吨，导致机制糖成本同比上
升；由于机制糖成本和市场价
格出现倒挂，一季度公司放缓
了销糖节奏，一季度白砂糖销
量 5.69 万吨，同比上年同期减
少了158.70%；一季度机制糖产
品毛利率2.70%，较上年同期减
少了 8.09 个百分点。此外，
2015年一季度公司收到资源综
合利用退税和储备糖贴息共
4169万元，而2016年一季度未
获得此类收益。

中航地产周二盘后发布业
绩预告，公司预计一季度亏损
1.38亿元至1.72亿元，同比亏
损 增 加 。 去 年 同 期 亏 损
6821.13万元。中航地产表示，
上海中航天盛广场、昆山九方
购物中心等项目于 2015 年底
竣工并交付使用，相关借款利
息停止资本化，其2016年一季
度发生的贷款利息全额计入财
务费用，导致本报告期财务费
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使得
亏损上升。

多家上市公司发一季度业绩预告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自今年 1 月 22 日
开始停牌的上海本地上市公司
陆家嘴，昨日晚间发布重组进展
称，经有关各方研究论证，此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公司以现金
方式购买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
有限公司（简称“陆金发公司”）
100%股权事宜。目前，公司正
组织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法
律、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据公告披露，此次交易对方
涉及公司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上海前滩国际商
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公司实际控制人浦东国资委直

属企业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陆家嘴表示，为贯彻上海建
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积
极参与中国上海自贸区创新发
展，公司旨在通过此次资产重
组，实现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
业地产资本的有序融合，成为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直接参
与者，推进公司实现“产金融
合”，丰富公司的业务结构，构筑
公司新的产业链，通过实施“地
产+金融”的双轮驱动战略，最
终把公司打造成为战略目标清
晰、治理结构规范、激励约束机
制完善、竞争优势突出的金融控
股集团。

公开信息显示，陆金发成立

于 2004 年 11 月 28 日，注册资
本为80亿元人民币。目前股东
包括陆家嘴集团、上海前滩国际
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及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据上海浦东国资委网站信
息显示，2015年，陆家嘴集团对
陆金发增资28.71亿元，其中集
团公司增资10亿元，前滩公司
增资18.71亿元。所属陆金发
公司新增对外投资5.3亿元，对
外累计投资达65.54亿元。

陆家嘴此前披露的2015年
年报显示，去年陆家嘴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9.0亿元，
每股基本收益为1.02元。陆家嘴
停牌前的收盘价格为38.61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预亏约 16.85 亿
元，石化油服昨天晚间发布业
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预计公司2016年第一季
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石化油服公告称，按照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预计公司2016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85亿元
左右，上年同期为-3.69亿元。

公司表示，2016年以来国
际原油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国
际国内油公司进一步减少上游
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并降低服务
价格，油服行业仍处于“寒冬
期”，同时由于一季度是油服行
业的传统淡季。受上述因素影
响，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工作
量和营业收入大幅减少，尽管
公司采取了大力开拓市场、强
化成本费用控制、优化内部资
源整合等一系列增效措施，但

仍不能扭转公司2016年第一季
度出现较大亏损的局面。

上月石化油服发布了一份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拟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总
量不超过5085万份，对应公司股
票不超过总股本的0.36%，首期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为每股
5.63元。首期授予方案的激励
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业务骨干，不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以及未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职务的董事，不包括由国资委任
命和管理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也
不包括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直系近
亲属，首期授予方案的激励对象
总人数为495人，占公司合同制
员工总数的0.63%。该计划有效
期为10年，有效期内每次授予
期权的间隔期不少于2年。

昨天石化油服报收 5.07
元，低于其首期计划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东方证券昨天早
间公告，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公
开 发 行 境 外 上 市 外 资 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的相关
工作。

公告称，公司已向证监会
提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

并于2016年4月8日收到证监
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0703
号），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本次发行上市的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此外，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
间安排，公司已于2016年 4月

11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
发行上市的申请。

东方证券披露的年报显
示，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54.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0.65%，实现净利润 73.25 亿
元，同比增长212.82%，每股收
益1.46元，公司披露201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是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3.50元（含税）。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ST 生化昨日晚间
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二大股东四
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披露
减持计划，其出于其他业务发展
需要，拟在4月11日起未来六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大
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
其 持 有 的 全 部 公 司 股 份
1883.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1%。

公告称，四川恒康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此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截至目前，四
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1883.89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91%。
ST生化在通过重组进入血

液制品领域后，业绩明显得到改
善，股价也一直表现坚挺，与去
年的高点32.95元比起来，跌幅
并不算多，目前的股价仍维持在
28元附近。

而就在昨日，有两家上市公
司股东进行了减持操作。亚夏
汽车昨日晚间公告，股东世纪方
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2月22
日、4月1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
份500万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的1.4%。

中来股份昨日晚间公告，股
东江小伟于4月5日至4月11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公司
无限售股份239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2%。

东方证券拟发行H股

ST生化二股东拟“清仓”

莱茵体育积极布局冬奥会

拟现金收购陆金发公司100%股权

陆家嘴“预告”重组 将继续停牌

石化油服一季度净利润
预亏约16.85亿元

太极集团 南宁糖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