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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宁波华翔回购提速

非首次触及退市红线

2天缩股1.22%

建摩B技术自救仍有空间
□本报记者 李少林 周渝
为 避 免 成 为 闽 灿 坤 B
（
200512）第二，建摩B（
200054）选
择在8月1日停牌， 在它跌破面值
的前夜。 8月2日，建摩B董秘滕峰
在与中国证券报记者电话沟通中
表示， 管理层在公司股票连续下
跌之后， 已经积极主动地与多方
进行沟通，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能
够拿出好的解决办法。
建摩B未来何处何从？ 除了需
要尽快在产业经营中做出改变外，
资本市场给予的时间也不多了。 中
国证券报记者昨日实地走访了这
家地处重庆的摩托车生产企业。

夕阳产业订单萎缩
在建摩2009年上半年建成投
产的新厂区内，一排排宽敞明亮的
厂房，透着现代化的气息。走进公司
摩托车总成车间，一条自动化摩托
车零部件传输线正在往摩托车总
装生产线输送各种摩托车零部件。
建摩B证券部相关人士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以前，摩托车总
装线是通过小货运车将各种零部
件从不同的车间运过来。 这条全
自动的传送线， 让过去的小货车
下岗了， 零部件可以通过这条传
送线自动送过来。
除了先进的、 现代化的摩托
车总装生产线， 该人士还带领记
者参观了公司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的机器人冲焊生产线。 “
采用机器
人焊接在国内领先， 这样比人工
焊接更能保证摩托车的质量。 ”
建摩B自2008年开始搬迁厂
房，利用这次厂房搬迁，建摩B投
入7.87亿元资金， 扩建了摩托车
和车用空调压缩机的产能， 将摩
托车产能从60万台/年扩充到100
万台/年；车用空调压缩机产能从
50万台扩充至126万台/年。 2011
年， 公司又决定对车用空调项目
投入1.54亿元进行技改。
遗憾的是， 目前这些生产线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在参观的建
摩B几个车间内，有不少生产线在
运行中，工人们都在忙碌着。 但在
大部分车间内， 都能看到停产了
的生产线。

建摩B摩托车零部件生产车间
其中， 在摩托车成车总装车
间，原有4条成车总装线，目前只
有两条生产线在运作。 而在成车
油封线上， 操作员仍然在忙碌着
对检验合格的摩托车进行重新拆
分和包装。 但工作人员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原来每天要包装六
现在只有四五百
七百台摩托车，“
台。 ”他说，现在成车油封线每天
只有一班员工上班。
据公司有关人士透露， 员工
现在安排的班次确实比以前要少
些。 建摩办公室主任高权红介绍，
公司目前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策
略，来多少订单就利用多少产能。
摩托车
但是， 今年上半年以来，“
行业整体下滑了20%”，生产订单
有所减少。 据悉，今年4、5月份，公
司的生产曾出现严重的萧条期。
订单减少，员工的绩效也在下
降。 有公司内部人士透露，今年上
半年有几个月， 辅助部门员工的
月工资已经减少了一二百元了。

环境恶化 经营求变
对于公司的经营情况，建摩B
在半年报中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说
明。 数据显示，建摩今年上半年营
业 总 收 入 9.69 亿 元 ， 同 比 下 滑
2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本报记者 周伟 摄
净利润亏损3370.77万元，上年同
期公司盈利136.43万元。
产品销售方面， 上半年建摩
销售摩托车56.2万辆， 同比减少
18.91% ； 销 售 汽 车 空 调 压 缩 机
66.1万台，同比减少32.77%。 公司
销售下滑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
国内摩托车消费需求减少， 公司
摩托车销售大幅度下滑； 二是受
伊朗危机引发支付问题的影响，
为防控经营风险， 公司被迫放弃
订单， 车用空调压缩机与摩托车
出口均受到较大影响。
摩托车行业需求下滑今年在
建摩B表现尤为突出。 建摩B的半
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销售
商 品 获 得 的 现 金 流 入 为 5.87 亿
元，但在去年同期为10.04亿元。
高权红将其归结为“
汽车下乡”
政策后遗症，在消费补贴刺激下，汽
车、摩托车消费在前两年“
井喷”现
象，提前透支未来几年的市场需求。
也正是因为产业环境的恶化，
让建摩的新增产能没能发挥效用，
没能给公司带来预期中的利润。 分
析数据可以发现，自2008年1季度以
来，14个季度中，建摩B只有5个季度
实现了经营性盈利，其余都在亏损。
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
下，这些新增的产能不能完全利用，

同时，庞大的固定资产折旧却让公
司的盈利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对于公司转型， 建摩管理层
并未丧失信心。 高权红说：“
相对
于纯摩托车制造公司， 我们还有
车用空调压缩机业务。 同时，我们
与雅马哈的合作稳定， 目前已经
建立起研、产、销的链条。 ”
在建摩的半年报中， 公司管
理层设立了下半年的目标是扭亏
增盈，为此，也提出了8条对策措
施。 据悉，公司下半年将推出新产
品，同时加强与雅马哈的合作，期
望获得市场销售的突破。

避免退市 仍有空间
7 月 31 日 ， 连 续 5 个 跌 停 之
后，建摩B股价距离面值只有0.06
港元，公司很有可能成为继闽灿
坤B之后， 又一只触及退市红线
的B股公司。 8月1日，建摩B宣布
停牌。 对此，市场人士认为，为了
避免成为第二只触及退 市 红 线
的B股，建摩B只能选择停牌。 “
先
停了再说， 免得跌到面值以下，
就非常被动了。 ”
而建摩内部人士表示， 股价
连续下跌确实出乎意料。 这位人
士认为， 公司股票此次下跌并不
是源于公司经营风险释放， 因为

建摩B早在7月11日就公布了上半
年的业绩预告， 业绩预告的内容
与7月31日发布的半年报没有太
大出入。 在11日至25日公司股价
连续跌停之前，建摩B在二级市场
的走势一直比较平稳。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B股公司
目前能用来挽救退市的方法不多，
在A股中普遍存在的资产重组在B
股难以执行。 B股公司要能采用的
救急办法不外乎缩股和回购。 对于
建摩B来说， 这两种办法都有可操
作空间。 但这两种方法能否成行则
要取决于股东之间能否达成妥协。
建摩B目前总股本为4.775亿
股，其中，流通股为1.2亿股。 这也
就意味着， 尽管公司控股股东南
方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建摩
B71.13%的股份，但他仍然保有继
续增持的空间。 根据证券法规定，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要达到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
上，否则将予以退市。 但是，该条
还规定，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
币四亿元的， 公开发行股份的比
例为百分之十以上。
对于建摩自身而言，要回购股
份则有点力不从心。尽管中报披露，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有货币资金
4.24亿元，似乎现金充足。 但同时，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高达91.07%。
在公司的负债中， 短期借款为7.98
亿元，长期借款为2.87亿元。
建摩B由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中国北方工业深圳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1995年7月发行B股
在深交所上市。 2005年，通过股权
转让， 南方集团获得公司3.39亿股
股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此次并不是建摩B股价首次面
临跌破面值的危险。 其实在1998年
7月至2000年5月间， 建摩B大部分
时间内，股价低于1元面值，最低股
价出现在1999年3月， 一度创下了
0.44港元/股的历史低价。 随后在
2005年7月和2008年11月，建摩B股
价都曾经低于过1元面值。 在2005
年7月创下0.97港元/股的低价。
但是， 在公司牛市时也曾疯
狂 过 ，2001 年 5 月 建 摩 B 创 下 了
9.64港元/股的历史高价。 2007年5
月股价也一度摸高到8.5港元/股。

广药集团自建王老吉生产基地
诉加多宝侵权获立案
□本报记者 黎宇文
自7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
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加多宝 母 公
司鸿道集团关于撤销王老 吉 仲
裁结果的申请后，广药集团动作
频频。 8月1日，公司与泰州市人
民政府签约，在泰州自建首个产
值达10亿元的红罐王老吉 凉 茶
生产基地，8月2日， 广药集团又
联合两家代理律师事务所 召 开
新闻发布会， 称加多宝7月13日
向媒体亮出的第三份独立的《
商
标许可协议》涉嫌造假，公司已
向公安机关报案。
当日，加多宝方回应称，加多
宝7月13日公布第三份合同后，广
药曾在媒体上公开承认此协议存
在，但现在又称此协议多处更改、
涉嫌伪造，前后说法不一。 同时针
对此协议， 公司已向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

■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顾鑫
近日， 孟山都可能退出草甘
膦行业的消息引发业内高 度 关
注。 不过，截至目前，消息来源比
较模糊， 其真实性尚无法得到印
证。 根据行业现状分析，孟山都有
退出草甘膦行业的动力， 但是要
变成现实，还有比较大的难度，退
一步讲， 即使孟山都真的退出草
甘膦行业， 对于国内草甘膦企业
而言，是忧是喜，仍然不确定。
从孟山都草甘膦业务的现状
看， 公司并未将其作为未来公司
发展的战略重点。 资料显示，2011
年草甘膦及农化产品仅占孟山都

请并获受理。
对此， 广药集团副总经理倪
伊东解释， 广药集团此前所承认
存在的是两份补充协议的工商备
案合同， 而非此次加多宝集团所
商标许可协议》，
出示的第三份 《
而此前的工商备案合同是附属于
两份已判定失效的补充协议，因
此该合同亦无效。

广药诉双面加多宝侵权
据广药集团代理律师唐耀军
介绍，2000年广药集团与鸿道集
团所签订的商标合同中明确注明
授权鸿道集团生产红色罐装和红
色瓶装的王老吉凉茶。 “
从该约定
的条款中可以看出， 红色罐装凉
茶原本就属广药集团所有。 仲裁
委和法院均支持广药集团赢得官
司，那么广药集团收回授权，自然
收回红罐王老吉和红瓶王老吉的
生产经营权。 ”

唐耀军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知名商
品拥有特有的装潢权， 该装潢属
于知名商品的合法经营者， 并可
随商品在不同的合法经营者之间
转移。 红罐王老吉凉茶是王老吉
凉茶产品的一种， 广药集团之前
授权给鸿道集团生产红罐 王 老
吉，也将装潢权授予了鸿道，在广
药集团收回红罐王老吉的经营权
之后， 其装潢权就转移回到广药
集团手中。
据悉，广药集团7月份已经提
起诉讼， 状告双面加多宝侵犯红
罐王老吉装潢权已经获得法院立
案受理。 目前已经向各级工商部
门投诉双面加多宝侵权。 正常情
况下，法院立案后6个月内将会有
审判结果。 倘若法院判加多宝侵
权成立， 那目前市面上所流通的
带有双面“
加多宝”字样的红罐凉
茶将不能再进行销售。

对此，加多宝回应，生产、经
营了17年的红罐凉茶虽改名加多
宝，但由于“
红罐”是加多宝当年
自己设计的，并具有维权记录，也
就是成为知名商品的装潢， 不论
什么时候都应当受保护。

商标许可协议存疑
7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后， 加多宝
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除被判
定无效的两份协议外， 加多宝与
广药还签订了第三份独立的 《
商
标许可协议》。
在发布会上，广药集团代理律
师向记者展示了该份协议，指出了
该协议中存在的诸多自相矛盾的
地方。 如该《
协议》的签署时间是
“
二00三年5月2日”，但《
协议》首页
起言就称“
本商标许可协议由以下
双方于2000年5月2日在中国广州
市签订”。 签订时间前后相差三年。

此外，《
协议》第2.4条许可使用期限
“
至2013年5月19日止”，但《
协议》
第5.4条约定许可使用费只计算到
“
2010年5月1日止”，也即使用期限
与缴费期限两者完全不符。
广药集团代理律师称， 将该
第三份独立《
商标许可协议》与双
方于2000年5月2日签订的 《
商标
许可协议》相比对，发展除《
协议》
第2.4条许可使用期限为手写的
“
自二00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二0一
三年一月十九日止”，以及最后签
署时间为手写的“
二00三年”两处
不同之外，其余的条款、结构、措
辞甚至标点符号都惊人地一致。
公司及代理律师认为，该《
协议》
是将2000年5月2日签订的版本人
为手写篡改而成。 目前，广药集团
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
对于《
商标许可协议》内容中
存在的疑点， 加多宝在当天的声
明中未作回应。

孟山都撤“膦” 猜想
总利润的12%， 其草甘膦生产线
还面临较大的环保和成本压力，
与中国的生产商相比， 孟山都的
成本劣势很明显。 与其自己生产，
还不如向中国厂商购买原料。 实
际上， 孟山都草甘膦业务的主要
盈利环节是制剂销售业务， 其在
南美销售的农药产品折算成草甘
膦原粉的价格是中国草甘膦原粉
价格的3倍。
如果孟山都要退出草甘膦行
业， 最好的方式是将原粉生产业
务卖给其他人， 但谁来接手这块
烫手山芋似乎缺乏人选。 数据显
示， 孟山都的草甘膦产能为20万
吨/年，而国内新安股份、江山股

份、扬农化工、沙隆达的产能分别
为8万吨/年、7万吨/年、3万吨/年、
1.5万吨/年，除了中国，阿根廷、巴
西等国家也能够生产草甘膦，其
技术门槛并不高。 孟山都草甘膦
生产线的规模太大， 又不是价值
链的核心环节， 中国厂家自己就
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显然不会
买，跨国公司更不会买。
因此，从行业发展趋势看，最
大的可能是孟山都的草甘膦原粉
产能逐步收缩， 行业重心进一步
向中国转移。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
国内的草甘膦上市公司机会又有
多大？ 只能说，看起来很美。
首先，尽管已经经历了三年的调

整期，但国内草甘膦行业的过剩
形势依然严峻。 数据显示，2011
年国内开工的草甘膦企业 总 产
能仍高达49.7万吨， 草甘膦开工
厂家数量为18家，未来预计将有
更多的企业加入到生产行列。 中
国农药工业协会有关人士称，只
要价格持续向好，闲置产能很可
能复工。
其次， 草甘膦的下游需求与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密切相关，跨
国公司也在抓紧研制和推广其他
转基因作物， 未来抗草甘膦作物
的种植面积可能会受到挤压，从
而影响草甘膦的需求。 孟山都的
战略重心明显偏向于种业， 但抗

草甘膦作物的推广力度正呈现减
小的态势。
再次， 即使孟山都真的放弃
草甘膦原粉生产， 由于行业门槛
并不高，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够
扩产， 这将压制产品价格上涨的
幅度， 更何况原粉并不是盈利能
力比较好的环节， 而往下游制剂
业务延伸难度又特别大。
有些人或许还在想象： 孟山
都退出草甘膦行业以后， 国内相
关企业可能将迎来又一波狂飙突
进式的发展， 相关上市公司的股
价再次呈现出波澜壮阔的上涨。
但冷静下来仔细斟酌， 情况或许
并不那么美妙。

回购期限在即， 宁波华翔
（
回笼”社会公众股
002048）加速“
份，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粗略计算，
仅2日公司出资4533万元回购股份
总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2%。
8月3日，公司发布公告称，截
至2012年8月2日， 公司已回购股
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68%，数共计2033.82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8%， 成交

的最高价为6.92元/股，最低价为
6.72元/股，支付总金额约为1.4亿
元（
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就在两天前， 公司收购股份总数
仅占比2.46%， 支付总金额约为
9418.25万元。
公告称， 公司回购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即到2012年
8月14日止。 （张洁）

金马集团中期拟10转10派10元
金马集团 （
000602）3日发布
2012年半年报， 公司1-6月实现
营 业 收 入 23.79 亿 元 ， 同 比 降
11.47%，实现净利润约4.25亿元，
同 比 增 2.68% ，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0.8416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含税），同时每10股
10股派10元（
转增10股。
分业务看，火电项目共实现营
收23.3亿元，同比增13%，毛利率提
升3%至21.19%。 煤炭项目方面，产
量基本稳定，实现营收5.22亿元，同
比增15.2%， 毛利率下滑3.65%至
37.3%。 风力发电实现营收1.21亿
元， 同比降20.78%， 毛利率下降

21.23%至35.92%，主要是由于内蒙
古风电项目1-6月份发电量大幅减
少所致。 通信及网络服务方面，因
为公司市场占有率下降，实现营业
收入2293万元，同比下滑73.28%。
另外，公司公告，根据相关政
策规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鲁
能河曲电煤开发公司2011年需为
当地低收入农户无偿提供冬季取
暖用煤18.3万吨。 该事项将增加
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公司2011
年成本约3800万元， 公司持有山
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公司70%股
权， 该事项将减少公司净利润约
2000万元。 （傅豪）

环评拖后腿 美锦能源终止重组
由于重组拟收购标的公司矿
井扩建项目预计短期内环评批复
无法办理完毕，美锦能源（
000723）
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及公司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告称， 公司2011年10月12
日起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2012年2月12日审议通过重组
预案，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购买美锦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自然人
持有的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
限公司100%的股权、山西美锦集
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 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76.96%的股权、山西美锦煤
焦化有限公司 （
含美锦煤焦化全
资子公司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 天津美锦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美锦能源集团大
连有限公司各100%股权，以及国
有土地使用权一宗。
此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
中，部分标的公司为2009年经山西
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
导组办公室批准由美锦集团作为
主体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整合的矿
井，整合后的生产能力较原有能力
有大幅度提升。 根据相关规定，重
组整合后矿井项目建设的环境影
响评价事项需报请环保部门批准。
美锦集团一直积极办理上述
标的公司矿井扩建项目涉及的环
评批复事宜， 但鉴于煤炭建设项
目环评涉及的事项较多， 经多方
沟通， 预计短期内环评批复无法
办理完毕， 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 （李香才）

梅泰诺定增收购金之路
因筹划资产重组， 自7月2日
起停牌的梅泰诺（
300038）公布了
重组预案， 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缪金迪、
缪才娣、 哈贵及创坤投资合法持
有的金之路合计100%股权。 本次
交易完成后， 梅泰诺持有金之路
100%股权，并通过金之路间接持
有赛福100%股权、 福州金之路
100%股权、福路100%股权。 公司
股票3日起复牌交易。
按照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不超过1.75亿元。 由此，梅泰诺计
划以8.77元/股的价格，发行股份

数将合计不超过1995.44万股。 认
购人承诺金之路2012-2014年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2500万元、3000
万元和3500万元。 如果未达到承
诺利润，则梅泰诺有权以1元的总
价格回购认购人持有的一定数量
的梅泰诺股票以进行业绩补偿。
公告显示， 金之路业务主要
分为系统集成服务、 网络优化设
备销售、 互联网应用服务等三个
业务板块， 重点为提供移动通信
网络“
最后一公里”服务及解决方
案，主要客户为通信运营商、教育
部门及交警部门等。 （李香才）

*ST锌业2亿元贷款逾期
*ST 锌 业 （
000751）公 告 ， 由
于公司流动资金紧张， 致使公
司部分到期贷款未能如期偿
还，截至2012年8月2日，公司共
有逾期贷款人民币20050万元。
其 中 ，8 月 1 日 到 期 的 中 国 银 行
葫芦岛分行的逾期贷款为流动

资金借款9000万元、 银行承兑
汇 票 敞 口 1050 万 元 ；8 月 2 日 到
期的盛京银行葫芦岛分行的逾
期贷款为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
公告称，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
银行协商， 寻求妥善的解决办
法。 （李香才）

安信信托停牌
为取得银监会换发的牌照
安信信托7月31日晚间发布
公告称， 因该公司正在拟议资产
出售事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2年8月1日起停牌。
公司董事长张春景8月2日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这次停牌出售
资产是为了获得银监会换发的信
托牌照。 至今还没“
翻牌”的信托
公司全国只剩下安信和西藏信
托。 “
翻牌”后安信信托的信托业
务将不用到银监 “
一案一报批”，
而将和其他信托公司一样报备即
可，将极大促进业务发展。
按照2007年3月银监会的规
定， 信托业换发新牌照的过渡期

为3年， 截止日为2010年3月1日。
尚未领取新牌照的信托公司有望
得到延期优惠。
安信信托董事长张春 景 介
绍， 由于安信信托和中信信托的
资产重组始于2006年11月， 而重
组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安信信托
一直没能换发新牌照。 所以在安
信信托开展业务的时候， 每个信
托产品都要到银监报批。 如果换
发新牌照后，就无需如此麻烦，只
要到银监报备就行， 将极大加快
信托产品的发行速度。
而此次停牌出售资产就是为
了达到银监会的要求， 得到新牌
照。 （高改芳）

*ST索芙大股东拟斥资千万增持
面对股价连续四个交易日跌
停 ，*ST 索 芙 （
000662）控 股 股 东
再也坐不住了。 *ST索芙公告，公
司控股股东计划自8月3日起的未
来两个月内， 按不限价格区间的
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以总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
人民币增持公司股份。
公告显示， 索芙特科技
原 持 有 索 芙 特 4424 . 67 万 股 的
股 份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5 . 36 ％ 。 （李 香 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