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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熊智强

重庆商报讯 3 月 25 日晚间，重庆港九
（600279）公布重组预案，拟向大股东重庆港务
物流集团和国投交通，以3.82元/股的价格，分
别发行股份购买国投重庆果园港港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果园港务）100%股权、重庆珞璜港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珞璜港务）49.82%股权、重
庆市渝物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
物民爆）67.17%股权，目标资产预估值中位数约
18.60亿元。据悉，重庆港九股票于本月26日

复牌。停牌前，重庆港九报收4.60元。
重庆港九表示，通过本次交易，交易对方

可以将其所拥有的铁水联运物流系统、民爆器
材物流配送系统等业务和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公司也吸收区域内优质港口物流资源、专业商
贸流通资源等，有利于平台整合、统筹建设以
及集约化经营管理，有利于上市公司依靠地域
优势扩宽港口业务覆盖范围，实现整体业务规
模的稳步提升。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指出，这三家公司
去年合计盈利约7600万元，有望为重庆港九
增添未来业绩后劲。

重庆港九重组整合两港口 欲花18亿元定增收购三公司

3 月 25 日晚间，迪马股份（600565）公布
2018年年报，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32.46亿元，
同比增长38.87%；营业利润17.68亿元，同比增
长 85.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7 亿元，同比增长 51.87%，每股收益 0.43
元，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元（含税）。

年报显示，在迪马股份去年底前十大股东
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沪股通资金）持有
2351万股，列第5名，系去年第四季度新进。据
了解，迪马股份今年3月 25日报收 3.96 元，今
年以来三个月不到，累计涨幅达到52.3%。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指出，截至2018年
末，迪马股份预收账款为232.54亿元，同比增长
188%，为未来业绩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迪马股份去年净利大增51%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熊智强

首枚OS-M运载火箭今天升空
民营航空航天“钱途”一片光明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严薇

据了解，OS-M 运载火箭
为四级固体发动机串联运载火
箭，是零壹空间OS-M系列运
载火箭的首型产品。火箭全长
19m，起飞重量20t。与去年发
射的两枚 OS-X 系列火箭不
同 ，M 系 列 火 箭 高 度 可 达
200km～1000km，能将所携带
的航天器送入太空运行轨道。
该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周期短，
发射成本低，针对不同轨道类
型和轨道高度需求，可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一体式解决方案，
保证客户产品送达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目前，火箭正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发射前的准
备工作，距离发射倒计时不到
24小时。

首枚运载火箭继续命名
“重庆·两江之星”。箭体上半
部的主体图案为抽象龙图腾，
其提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龙”最具象征意义的元素，抽
象而不失形象，简洁而不失细
节；箭体首尾蓝色与白色交界
处以众多三角形过渡，以增加
科技感；同时，底部起起伏伏的
折线，象征着山城重庆。

OS-M运载火箭总师张杰
表示，从各舱段对接发动机、全
箭对接、整流罩合罩，再到控制
测量系统、动力系统、地面系统
和箭体结构系统等各系统单机
及综合测试，均满足设计指标
要求，火箭各系统工作稳定可
靠。

张杰称，本次总装合练，验
证了火箭各系统机械接口和电
气接口设计的匹配性，验证了
火箭测发控流程设计的正确性
和可行性，以及飞控软件设计
的正确性，考核了火箭地面和
箭上设备的工作适应性和稳定
性。

零壹空间对OS-M运载火
箭进行了高要求、高品质的“千
锤百炼”。此前，零壹空间进行
了各级发动机试车和分离试
验、电气系统综合匹配试验；全
箭发火试验、姿控动力系统鉴
定量级力学试验；热试车试验、
全箭模态试验等。此外，零壹
空间在去年的两次亚轨道火箭
发射中，也进行了OS-M运载
火箭的相关试验，为本次发射
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枚OS-M运载火箭
蓄势待发

2018年5月17日
7 点 33 分，落户两江
新区的重庆零壹空间
航 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OS-X 火箭暨“重庆·
两江之星”，在中国西
北某基地成功点火升
空，这标志着中国首
枚民营自研商业亚轨
道火箭首飞成功。不
到一年时间，3 月 27
日，零壹空间将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首 枚 OS-M 运 载 火
箭。目前，零壹空间
OS-M首型运载火箭
暨“重庆·两江之星”
全箭总装合练及全系
统测试已于半月前圆
满完成，该火箭已完
成进入发射场前的所
有准备和测试工作。
业内人士称，零壹空
间的成功，在某种程
度上意味着民营航空
航天开始走进“春天
里”，今后“钱途”将一
片光明。

零壹空间成立于2015
年8月，专注于低成本小型
运载火箭的研制、设计及
总装，旨在为商用微小卫
星、特殊用途航天器等提
供廉价优质的发射服务。
该公司在致力于实现保障
可靠性的同时，有效降低
发射成本，并全力探索新
技术、新机制在航天领域
的运用。

2018年5月，零壹空间
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枚民营
自研商用亚轨道火箭首
飞，并于同年9月再次发射
了一枚X系列火箭。

2018 年 8 月 12 日，零
壹空间宣布完成近 3 亿元
人民币的B轮融资。至此，
零壹空间成立至今已累计
完成四轮融资，融资总额
近8亿元。

据此前的公开资料显
示，其 M 系列火箭订单已
排至 2020 年，X 系列火箭
订单已排至 2019 年，并与
欧洲、亚洲多家卫星公司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到 2020 年，公司预计将实
现年产 30 发以上 M 系列
火箭和20发以上X系列火
箭的能力。

同时，位于两江新区航
空产业园的零壹空间研发
制造基地，初期投资2.5 亿
元，占地 100亩，将建设研
发中心、数字化智能制造
总装中心、测试中心、飞行
器控制与仿真中心和专用
实验室等，建成达产后年
产值将达15亿人民币。基
地一期 50亩已开工建设，
将形成年产30发运载火箭
总装测试及试验能力。预
计到 2020 年，OS-X 火箭
的规模能达到 30～50 发，
相信届时能吸引更多涉及
卫星应用等领域的企业来
渝布局。

零壹空间相关负责人
称，中国的空间站预计将
在 2022 年建成，届时在空
间站货运方面也将有市场
空间。再比如现在也有很
多公司在研究太空旅游计
划，这都是其未来一定会
进入的领域。

累计斩获四轮融资
近8亿元

不只是零壹空间，在刚刚过
去的 2018 年，被冠以“中国民营
火箭发射元年”。

不少民营航空航天企业争相
涌现，不少玩家迈出行业“第一
步”。星际荣耀的亚轨道火箭发
射成功；星河动力的65吨推力自
研固体发动机成功试车；我国第
一枚民营运载火箭“朱雀一号”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从 PPT 发射到成为现实，民
营火箭受到越来越多资本关注。
2018 年，蓝箭航天完成规模为 3
亿元B+轮融资、星际荣耀披露亿
元级A+轮融资……

同样作为商业航天探路兵的
民营“卫星队”一样表现不俗。在
卫星领域，天仪研究院完成5次发
射任务，卫星发射数达11颗；九天
微星 2018 年初发射首颗验证卫
星，年底发射“瓢虫系列”7 颗卫
星。长光卫星、天仪研究院、九天
微星、微纳星空、国星宇航等多家
卫星创业公司获得融资。

在资本寒冬中，民营航空航
天成为逆势的一股“暖流”，受到
创想天使、国科嘉和、经纬中国、
顺为资本、中科创星等上百家投
资机构追逐。据统计，2018年中
国商业航天领域的非上市公司，
至少获得了36笔投资。非上市公
司的34笔融资交易，总额约21亿
元，其中金额过亿的有12笔。从
金额看，火箭类占 59%、通信类
占28%、遥感类约4%。在商业航
天细分领域上，火箭与卫星无疑
是业内“最大的赢家”。

资本升温，除了看好该领域
的市场前景外，也和近年来国内
相关政策有关。2018年，民营火
箭相关政策进一步友善。2017年
4月，我国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
业基地——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
地正式开建。同年12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防科技
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支撑太空、网络空间等
重点领域建设，积极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民
营火箭开始合规进入传统火箭发
射场。曾经因为投入周期长、重
资产令资本望而却步的尝试者，
也因卫星小型化后，研制成本和
发射成本减少，研制周期缩短，发
射方式灵活等而“勇敢”进军。

在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仅有的
4年发展史，赛道上已涌现出百家
左右的公司。小卫星的发展带来
了运载火箭需求的提升。

资本寒冬中
一股“暖流”

从航天全产业链看来，火
箭就是类似我们常说的互联
网“入口”。卫星想要升空、
入轨，最终需要靠火箭来进
行运输。同时，制造火箭本
身，又需要各类部组件，比如
发动机、操控系统等。

这条产业链纵向包括火
箭制造、卫星制造、发射、卫
星运营、卫星应用、地面基
站；横向拓展则有空间站运
输、装备领域。为了造火箭，
会涉及到上游的电子产品、
发动机制造、复合材料、机械
加工等成熟的行业领域。

虽然现在重庆市卫星公
司布局还不够理想，但如果
发射成本持续降低，卫星公
司将会被吸引过来，同时牵
引很大一部分卫星及卫星应
用的产业，如卫星通信、卫星
遥感等领域。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
来看，国际上卫星发射数量
差不多达到一万颗。这一万
颗要形成组网，发射升天后，
在轨留存时间可能只有5年，
每年都需要有补星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市场空
间。”零壹空间相关负责人表
示。

该负责人称，国际发射价
格比较高，微小卫星基本上
都是 3 万～5 万美元/公斤。
即便是在发射服务性价比极
高的中国 ，发射成本也在
1.5万～2万美元之间。如果
能将发射价格降下来，发射
频率提高上去，简化发射流
程，仅微小卫星的发射市场
就可能是千亿级规模。据不
完全统计，按照国内相关公
司规划 ，近 三 年 内 将有近
1000 颗微小卫星的发射需
求。

业内人士称，火箭、卫
星、卫星应用产业比例大约
1：4：20。有关机构预测，到
2020 年，全球商业航天市场
将超过1.7万亿元的规模，中
国市场包括运载火箭、卫星
应用、空间宽带互联网等将
达到8000亿元。

明年全球市场规模
将达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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