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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大东海A(000613)3月25日晚间
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1588.59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 431.62 万元，减幅为 21.37%；投资收益
42.20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59.80万元，减
幅为 89.50%；净利润亏损 747.79 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亏损998.14万元。

虽然一直游走在微盈微亏边缘已N多
年，大东海重组的预期令公司股价一直强于
大盘。并已处于倒计时。

资料显示，公司大股东罗牛山(000735)
在2014年6月 27日承诺将将积极寻求重组
方对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时间窗口自承诺日
至此后三年。 （王全）

大东海A重组倒计时
年报亏损748万元

本报讯 海南瑞泽（002596）3月28日晚
间发布年度报告，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17.75 亿元，同比增长 20.11%；实现净利润
7896万元，同比增长90.32%。

报告期内，水泥行业需求萎靡，出现近
年来少有的销售量、销售价格双双下跌的困
境，导致全行业销售收入、利润整体下滑；报
告期内，大兴园林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业
务快速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25亿元、
净利润4148万元。

海南瑞泽同时预计 2016 年第一季度
亏损 2700 万元-2200 万元，上年同期为亏
损 864 万元。海南瑞泽表示，受春节假期
影响，公司商品混凝土和园林绿化工程停
工或开工较晚，商品混凝土销售收入和园
林绿化工程收入减少，同时受 2015 年度水
泥行业整体市场需求、销售量、销售价格
下降的影响，2016 年一季度水泥市场继续
延续低迷态势，导致金岗水泥销售收入、
利润减少。

海南瑞泽一季度预亏

2015年报净利同增九成

本报讯 3 月 27 日 晚 间 ，海 航 基 础
(600515)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3.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4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93.77万元，同比上升 79.81%，基本每
股收益0.1512元/股。

新增工程代建、设计及EPC总承包业务
年度累计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约18.9亿元，部
分项目已逐步开始实施，对公司整体经营业
绩起到了促进作用。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2016年2月3日、2月22日已召开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申报材料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受理，后续公司将继续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本次重组完成后公
司主业将变更为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公司
经营能力及业绩将实现重大提升。 （王全）

海航基础
年报净利增长79.81%

本报讯 在无人驾驶概念如飓风
般袭来之际，相关上市公司股价也随
之被吹上了天。一些此前被市场遗忘
在角落的概念股，如海马汽车(000572)
也重新受到资金的宠幸。

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2016 年 3
月23～24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3月25日,海马汽车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司称，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关于“无人驾驶”
方面，公司从2015年底开始研究相关
技术，并制定推进计划，现处于前期研
究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海马汽车
首次沾边无人驾驶。早在去年 12 月
份，海马汽车便曾多次在深交所互动
平台公开透露，公司正在研究无人驾
驶相关技术。公司对此事的前后表态
几乎是一模一样。不过，彼时彼刻，消

息并未给公司股价带来一丝刺激。相
反，由于A股股指的下跌，海马汽车股
价也是一路下行。

时移世易，近期，在英国政府宣布
将于2017年开始在高速公路上测试无
人驾驶汽车，通用汽车10亿美元收购
一家无人驾驶技术公司，百度将在美
国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等新闻层出不穷
的时候，无人驾驶主题炒作也快速升
温。 （王全）

风起“无人驾驶”
海马汽车发异常波动公告

本报讯 3 月 28 日晚间，中海海
盛(600896)披露2015年年度报告，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2亿元，同
比下降8.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414万元，同比增长112.44%。

公司表示，受航运市场低迷的影
响，公司完成货运量 998 万吨，货运
周转量 172 亿吨海里，分别为 2014
年的 76%和 81%。受运输收入减少
的影响，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9178 万元，降幅为 8.79%；主要受本期

出售了 2036.30 万股招商证券股票取
得收益的影响，而上年同期未出售招
商证券股票，公司投资收益比上年同
期增长 5.09 亿元，增幅为 2071.25%。
受收到财政补贴的影响，营业外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加 2756 万元，增幅为
60.53%，上述原因造成公司营业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 2.45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加2.182亿元。

3 月 17 日，中海海盛公布了向大

股东关联方定增的结果：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览海投资将持有公司
33.43%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览海上寿将持有公司 9.39%的股
份，与览海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42.82%
股份，密春雷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称，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
款。览海集团计划未来将协助中海海
盛逐步实施业务转型，择机向盈利能
力较强的新兴行业发展。

（王全）

出售股票致业绩增长
中海海盛年报净利同比增长112.44%

本报讯 在海南矿业（601969）定
增获证监会通过之际，其后公告的业
绩让投资者很担心。

3 月 29 日，海南矿业 2015 年年报
披露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0.51 亿元，同比下降 40.58%；营业成
本6.71亿元，同比下降25.38%，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19万元，
同比降低 97.60%，2015 年 EPS 为 0.01
元，同比降低96%。

第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0
亿元，同比下降18.72%；实现营业成本
1.60亿元，同比下降4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37 亿元，同比
下降64.73%；4季度实现EPS0.02元，环
比增长213.49%。

此外，公司2015 年经营性现金流
量近年来首次转负，同比减少 1.11 亿
元，彰显出当前公司面临经营环境之
严峻。

长江证券分析认为，全年业绩大
幅下滑，是因为行业低迷叠加露天资
源渐乏。第四季度经营状况转好，其
中，毛利率显著回升或源于结算等原
因，不过这仍有待进一步确认。

长江证券指出，终端持续需求及

外矿扩产不断局面下，公司业绩短期
难以独善其身。不过，民营机制使得
公司面对困境相对灵活，公司转型积
极：公司计划定增建立两个港口的配
矿中心，含千万吨级物流仓储功能，从
生产商变为矿石采选、国际贸易、金融
服务、互联网服务、港区配矿等综合服
务商，并配合矿石电商平台建设。期
待后续转型效果显现，引领公司率先
走出行业困境。

3 月 18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申请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王全）

海南矿业定增获过会
行业形势严峻 业绩降幅较大

散运市场低迷拖累营收，投资收
益支撑归属净利转正。中海海盛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跌幅较大，同比下降
8.79%，主要受海运散货市场供需严重
失衡的影响。最终，公司实现归属净
利润 0.24 亿，2014 年为-1.94 亿，盈利
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出售股票
致投资收益增长5.1亿。

预期逐步兑现，转型医疗路径逐
步明朗。自2015年6月大股东中海集
团向览海上寿转让股权以来，公司转
型医疗产业路径逐渐明朗：1)实际控制
人密春雷旗下览海集团积极布局医疗
保险行业，亦先后成立4家医疗相关子
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医疗设备租赁、医

疗产品销售、“互联
网 医疗”等。据公
司 2 月 披 露 的 公
告，国内 3 家医疗
子公司已收到相关
部门颁发的营业执
照。2)航运资产剥
离开始。公司 11
月 6 日公告拟出售
子 公 司 中 海 化 工
100%股权与深圳沥青70%股权于中国
海运旗下公司，预示着开始剥离航运
资产，为转型医疗产业卸下航运资产
包袱。

根据我们的测算，公司现有船舶

的重置成本约26亿，意味着航运资产
的剥离将为公司带来近 26 亿现金收
入，为公司转型医疗带来更多可能
性。考虑到公司转型医疗产业路径逐
渐清晰，转型加速，维持“买入”评级。

转型路径逐步明朗 配置价值彰显

长江证券点评：

中海海盛(600896)

大东海A(00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