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复实业更名为山东地矿

泰复实业完成重组并将正式更名为山东地矿。 根据公告，公

司全称将由“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山东地矿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简称由“泰复实业” 变更为“山东地矿” 并于12月

25日正式启用，公司股票代码000409不变。

山东地矿由泰复实业重组而来， 其实际控制人为山东地

矿局，是全国地矿系统第一家上市公司。 山东地矿局曾表示，

将以上市公司作为其矿业开发的唯一平台， 结合自身在地质

矿产勘查等方面的优势， 打造国内一流的大型探采一体化矿

业公司。 重组完成后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公司已实施外部资源

整合，并出资设立了鲁地矿业股权投资基金，打造资产收购和

产业整合平台。

据了解，作为山东地质勘查的主力军，山东省地矿局拥有雄

厚的资源技术优势，在地质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勘查、环境地质勘

查、勘察施工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该局目前拥有617个探矿

权，勘查面积6.45万平方公里，119处矿产地，涉及到金矿、铜矿、

铅锌矿、铬矿等十几个矿种。（康书伟）

加多宝诉王老吉广告侵权被驳回

12月24日，针对加多宝诉王老吉广告语涉嫌不正当竞争案，

重庆市一中院做出了公开宣判， 判决驳回原告加多宝的诉讼请

求，明确了王老吉使用“怕上火，就喝王老吉”这一广告语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

早在12月20日，针对王老吉诉加多宝广告语侵权一案，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加多宝立即停止使用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

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 、“红罐王老吉凉茶更名为加多宝凉茶

了” 广告语，并赔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万元，支付广

药集团维权费用81万元，在主流媒体进行公开赔礼道歉。

业内人士分析， 自广药集团收回红罐王老吉经营权以来，加

多宝与王老吉的纠纷不断，近期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将有利于

广药王老吉的广告宣传和销售。

数据显示，收回商标一年多的时间里，广药王老吉通过增加

产能、开拓渠道、进行全方位品牌建设等多方努力，2013年前11

个月实现销售90亿元的既定目标。（黎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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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生物遭

27

省市封杀

乙肝疫苗8亿蛋糕引A股公司“垂涎”

□本报记者 刘兴龙

本报实习记者 戴小河

全国7例婴儿死亡、产品波及

27个省市， 近日来接种乙肝疫苗

后死亡事件持续发酵。 原本在乙

肝疫苗一支独大的康泰生物遭遇

“灭顶之灾” ，全部批次产品遭停

止使用。

业内人士指出， 国内乙肝疫

苗年销售规模在8亿元左右，康泰

生物产品停用将释放出四成市场

份额，行业竞争格局有望重构。 中

国证券报记者多方采访获悉，华

兰生物、天坛生物、华北制药等公

司乙肝疫苗产品销量和订单有望

增长， 不过市场份额能否扩大仍

需等待关于康泰生物疫苗产品的

调查结论。

多家上市药企蠢蠢欲动

“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正在

接受检查，公司乙肝疫苗在产品有

效期内的共198批次44030686支，

相关产品销售到27个省市。 ” 12月

24日，国家食药监管总局相关人士

介绍称。一场多名婴儿接种乙肝疫

苗后死亡事件让行业大佬康泰生

物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该公司全部

批次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产品也遭

暂停使用。这为乙肝疫苗市场的重

构吹响了号角，华兰生物、天坛生

物、华北制药等上市公司有了夺回

市场主动权的机会。

天坛生物是市场表现最为激

动的A股公司，12月23日高开高

走， 强势涨停， 而次日则又大跌

4.37%。背后的原因是，为了填补接

种空窗，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于12月21日向天坛生物紧急采购

了145万剂次的同类疫苗。据了解，

另有几个省份也在向天坛生物紧

急采购药品。

“能否抢占更多市场的先决

条件在于，康泰生物的产品是否有

质量问题。若调查结论显示疫苗质

量有问题，那么有利于我们扩大市

场规模。若调查结论显示只是偶合

性事件，那么康泰生物的产品可能

会恢复上市，其江湖地位也基本不

会被撼动，我们现在只能先观望等

结论。 ”华北制药内部人士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兰生物的一名高管也持上

述观点。 他说，“我们公司的产品

自2010年上市销售以来，每年的

销售量都比较少。 而且我们没有

面向新生儿的乙肝疫苗， 有的是

针对6岁以上儿童的乙肝疫苗。康

泰生物事件发生后， 公司的订单

没有显著增加， 对今年公司业绩

也不会有贡献。 ”

当然， 除了订单因素之外，产

品价格和库存情况也是决定受益

情况的重要因素。华北制药内部人

士表示，子公司金坦生物从事乙肝

疫苗生产，但由于国家采购价格低

廉，而公司疫苗成本较高，所以国

家采购的量并不大。由于已到年底

以及公司目前库存疫苗并不多，康

泰生物疫苗事件对公司今年的业

绩影响不大。

乙肝疫苗主要市场在新生

儿接种。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统

计，我国每年新生儿出生数量在

1500-1600万名左右，按照每人

3剂计算， 每年的新增量为4800

万支。

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透露，当前一类市场每支疫苗的出

厂价在4-5元之间，但医院端的销

售价普遍在10元左右。生物谷在线

公司董事长张发宝认为现在每年

的销售数量在6000万支左右，市场

规模约为8亿元。

四分之一市场亟待填补

“我国每天有3500名乙肝阳

性母亲分娩，如果40%的乙肝疫苗

市场份额缺口不能解决，那就意味

着每天有1400名新生儿将无法得

到及时的母婴阻断。 ” 上海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陶黎纳表示，康泰生

物的产品被暂停使用后，如何保障

供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12月24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和

卫计委通报称， 除康泰生物之外，

国内5家乙肝疫苗生产企业仍有

2500多万人份经检验合格的乙肝

疫苗可供调拨使用， 可以满足供

应。 不过，考虑到康泰生物在部分

剂型中的垄断地位，以及市场供应

存在不对称，康泰生物产品暂停导

致的乙肝疫苗供应紧张依然会在

局部地区存在。

“现在的乙肝疫苗有4个规格：

5μg、10μg、20μg、60μg， 其中

前3个规格列入免疫计划范畴，

60μg规格为深圳康泰独家产品。”

招商证券分析师李珊珊介绍称。

据招商证券统计，2012年乙肝

疫苗各规格产品共批签发6839万

瓶， 其中康泰生物2463万瓶，占

36%；大连汉信1776万瓶，占26%；

华北制药的金坦生物842万瓶，占

12.3%；天坛生物793万瓶，占11.6%。

2013年前10月， 乙肝疫苗市

场共批签发9107万瓶， 同比增

101.9%。 其中康泰生物2399万瓶，

占26.3%； 大连汉信2647万瓶，占

29% ； 天坛生物 2353万瓶 ，占

25.8%；华北制药的金坦生物1093

万瓶，占12%；华兰生物267万瓶，

占2.9%。

按照上述统计数据，康泰生物

乙肝疫苗被叫停后，将有约四分之

一的市场空间存在真空。李珊珊表

示， 此次事件尚未有官方调查结

论，但暂停使用康泰生物的产品有

利于天坛生物、大连汉信、华北制

药等企业继续扩大市场占有率。

北大医院肝病中心主任王贵

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道，新生

儿接种的乙肝疫苗现为国内药企

所垄断，国外药企只有20μg规格

的产品进入国内，只能供成年人使

用，价格是国内产品的7-8倍。 所

以，竞争格局的演变主要集中在国

内企业之间。

接种时间宜早不宜迟

广东省疾控中心23日证实，11

月至今， 广东省共报告4例疑似接

种康泰生物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后死亡病例，加上之

前湖南、四川的3例，全国累计死亡

病例已达7例。

多例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后

死亡，让公众尤其是家长对接种程

序提出质疑：“为什么要在出生24

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如果在婴儿

身体强壮一些之后接种，是否可以

降低偶合事件的几率？ ”

“乙肝疫苗接种肯定是越早

越好。 ” 王贵强教授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婴儿出生后很

可能通过父母接触到乙肝病毒，感

染可能性高，但抵抗力最弱，所以

接种疫苗事不宜迟。“出生后24小

时内接种也是国际惯例，曾得到世

界卫生组织的推崇，也是降低我国

乙肝发病率最有效的办法。 ”

原卫生部2007年制定的 《扩

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 对乙

肝疫苗的接种时间做了明确规定，

“每名新生儿接种3剂次， 儿童出

生时、1月龄、6月龄各接种1剂次，

第1剂在出生后24小时内尽早接

种，剂量均为10μg/0.5ml。 ”

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在我国

属于强制性要求，因而催生了巨大

的市场空间。 国家《疫苗流通和预

防接种管理条例》 将乙肝疫苗分

为两类： 一类由政府免费提供，二

类由公民自费且自愿受种。国家免

费提供的疫苗具有强制性，符合规

定的人都须受种，目前市场基本为

一类疫苗所垄断。

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强调，

乙肝疫苗在各种疫苗中属于非常

成熟和安全的， 接种后出现不良

反应是小概率事件， 不能因噎废

食。“婴儿接种后出现死亡的原因

可能有3个，一是偶合事件，与疫

苗质量无关； 二是接种疫苗后所

致的极性过敏反应； 三是疫苗质

量问题。 ”

阳光股份加大商业地产投资力度

阳光股份公告称，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阳光丰成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3.6亿元认购豪威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及提供股东贷

款。 豪威投资拟进行第一期商业地产资产并购计划。

根据计划，豪威投资将收购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5%股权、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56%股权等一系列股权项

目，收购总价款约为14.5亿元。此次投资涉及11个商业地产项目，

分布在北京、天津、沈阳、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多个一二线城市，

均为公司管理多年的商业项目。 通过此次投资，公司可以进一步

增持原参股商业地产项目的权益。

同时，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拟以

6368万元购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津北阳光

新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司90%股权。

公司表示， 投资性房地产自2014年1月1日起将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进行计量， 该会计政策变更需要在2014年度一季报中对

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金额进行追溯调整。 预计公司净资

产增加比例在20%-40%之间，预计因投资性房地产增加的净利

润不超过当年实际净利润的30%。 此前公司主要以成本模式计

量。（于萍）

中国大健康产业联盟成立

12月19日，“中国大健康产业联盟” 筹备组在北京京西宾馆

正式宣布成立。“大健康产业联盟”旨在落实与部署国务院有关

“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产业的最新政策” ，整合优势产业链上

下游、加强成员间合作，为发挥我国健康产业优势，掌握行业“话

语权”打下坚实基础。

“大健康产业联盟”秘书长于小冬表示，未来“联盟” 将逐步

提高自身在政府、行业、市场的影响力，帮助核心成员单位更快发

展，提供更多“合力” 。（刘兴龙）

山东钢铁4.8亿元纠纷原告撤诉

12月24日，山东钢铁公告称，公司收到法院签发的民事裁定

书，在民生银行南京分行诉常熟市天铭物资有限公司、常熟天铭

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陈雪明、龚妹芳、山东钢铁、山东钢铁济南

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于12月19

日向江苏高院提出撤诉申请。 经法院审查，准许民生银行南京分

行撤回起诉。该案涉案金额为48050万元。山东钢铁称，因该案已

申请撤诉并获准许， 并由原告生银行南京分行负担案件受理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市场人士指出，近年来，受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市场竞争激

烈。 原有的钢铁经销商订货热情下降，钢铁生产企业的销售任务

越来越重。 为有效降低企业库存，在钢铁价格还算平稳甚至有所

回升的情况下，为经销商与银行签订此类担保协议，可提高企业

销售份额。 但在钢铁行情低迷时，钢铁生产企业为经销商提供银

行担保的风险将会明显增加。（刘兴龙）

高鸿股份

获子公司现金分红3661万元

高鸿股份公告称， 公司12月24日收到参股子公司北京海岸

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现金分红3661.18万元。

由于高鸿股份对海岸淘金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公司可以计提的投资收益具体金额尚不能确定。 今年前三季度，

高鸿股份共实现净利润2755万元。

2008年， 高鸿股份参股设立北京海岸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海岸淘金于2010年9月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增资协议， 以货币形式出资2100万元认购雪迪龙新增309.28万

股股份， 持有雪迪龙公司3%的股份。 雪迪龙已于2012年3月上

市。经过转增后，海岸淘金持有其618.56万股，且所持限售股份于

今年9月26日上市流通。 海岸淘金通过减持所持有的雪迪龙股份

及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在扣除投资成本、其他投资亏损、相关税

费及管理费等费用后的净收益为1.17亿元。

根据约定， 海岸淘金退出的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不得用

于循环股权投资，投资本金通过减资的方式返还给各股东。 此

次海岸淘金拟减少注册资本3133万元， 其中高鸿股份减少对

海岸淘金投资的金额为1268万元。 此次减资金额，海岸淘金将

以现金方式返回于公司账户。 减资完成之后，海岸淘金注册资

本为2467万元， 其中高鸿股份以732万元持有其29.67%的股

权。 （于萍）

汇源通信重组告吹

年底多家上市公司重组折戟

□本报记者 于萍

经历一个多月的等待后， 汇源

通信公告终止重组筹划。 这并不是

近期首个终止重组的上市公司，此

前廊坊发展、长园集团、科泰电源等

公司均公告终止资产重组。

终止资产置换

汇源通信曾于11月12日接到

控股股东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通

知， 其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

事项，公司股票于11月13日开始停

牌。根据计划，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

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购买明君

集团持有的优质资产， 并置换出公

司现有资产。

从明君集团网站上披露的内容

看，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注册资

金1.2亿元。 现已形成以汽车（商用车、

乘用车、特种车、专用车、新能源车及

汽车零部件）、房地产开发、资源矿业、

金融产业为核心的四大产业板块。

自停牌以来， 汇源通信与相关

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

知情人自查等各项准备工作， 相关

各方就重组事项多次进行沟通协商

和论证。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

对明君集团控制的主要业务板块进

行了梳理，并经充分商讨、论证后，

共同拟订了多套重组方案。

尽管积极推进， 但汇源通信的

重组仍被终止。公司表示，虽然拟订

了多套具备可行性的重组方案，但

由于最新的证券及行业监管政策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

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关各方认为本

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与公司

既定目标尚有差距， 存在较大风险

和不确定性， 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条件尚不成熟， 因此决定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就在公告终止重组前， 汇源通

信刚刚经历了一番人事变动。 10月

底， 公司董事会秘书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职务。此后，公司财务总监也

提交了辞职报告。

此次终止重组后，公司称，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多家公司折戟

值得注意的是，12月以来，两市

已有多家公司宣布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监管政策、重组资产等因素成为

上市公司重组“折戟” 的重要原因。

廊坊发展表示， 由于受到最新

的监管政策及各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 公司与中介机构认为目前该重

大资产重组条件尚不成熟， 公司决

定终止重组，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6

个月内不再商议、 讨论前述重大资

产重组。按照计划，廊坊发展曾与廊

坊市国土土地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等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 拟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

同样， 昆百大A也在今年10月

抛出预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华夏

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昆明百大集团

野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0

万元出资额 （占其注册资本的

40%）， 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重组的配套

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

额的25%。不过，由于重组涉及房地

产行业， 公司曾考虑对预案进行调

整。 最终由于调整方案仍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公司决定终止资产重

组，且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组事项。

可以看到， 终止重组的消息一

出， 相关公司的股价也 “应声而

跌” 。 复牌后，廊坊发展连续两天跌

停，昆百大A也连续下跌。

持续并购拟补齐电视剧业务短板

华谊兄弟4亿元控股永乐影视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在电影业务高歌猛进的当下，

华谊兄弟电视剧业务已显现出较明

显的短板。 继收购张国立的浙江常

升70%股权后，华谊兄弟又斥资4亿

元收购主营电视剧业务的永乐影视

51%的股权。

业内人士指出，相比华策影视

等业内领先的影视公司， 华谊兄

弟的电视剧生产能力、 市场影响

力均呈现下滑态势。 为了提升电

视剧制作水平， 华谊兄弟或许还

会不断收购。

4亿元收购51%股权

24日晚间，华谊兄弟公告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978亿

元收购浙江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若干股东持有的永乐影视51%

的股权。

据了解， 永乐影视于2004年

成立，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程力栋， 其持有永乐影

视50.8175%的股权。 永乐影视是

一家集影视剧策划、投资、拍摄、

制作和发行为一体的专业影视机

构，已拍摄发行及上星播出《封神

榜之武王伐纣》、《封神榜之凤鸣

岐山》、《新西游记》、《新水浒

传 》、《雷 锋 》、《十 二 生 肖 传

奇》、《梦回唐朝》、《焦裕禄》、

《隋唐演义》、《决战燕子门》等

十余部电视剧。

2014年永乐影视的开年大戏

《利箭纵横》 将于1月1日起在安徽

卫视、黑龙江卫视、贵州卫视及重庆

卫视黄金档上星播出。此外，永乐影

视独家制作的偶像战争巨制 《战

神》正在紧张拍摄中，预计于2014

年下半年上星播出。 永乐影视目前

的电视剧项目储备超过十部， 将按

照计划陆续拍摄和发行。

对于此次收购， 永乐影视控股

股东程力栋作出业绩承诺，2013年

经审计税后净利润不低于6500万

元；2014年经审计税后净利润不低

于8450万元；2015年经审计税后净

利润不低于1.0985亿元；2016年经

审计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428亿元。

华谊兄弟董秘胡明表示， 永乐

影视的制作能力非常强， 多部影片

获得过国内外大奖。 收购永乐影视

将加强华谊兄弟电视剧业务能力。

2014年，永乐影视、浙江常升一同

发力， 会让华谊的电视剧业务板块

进入发展快车道。

此前， 华谊兄弟收购张国立控

制的浙江常升因没有及时公布收购

溢价率而广受质疑。此次，华谊兄弟

在公告中明确， 在满足业绩承诺的

前提条件下，永乐影视的估值为7.8

亿元，即2013年净利润的12倍。

电视剧业务并购加码

今年以来， 华谊兄弟电视剧业

务一直处在下滑态势。 华谊兄弟三

季报显示， 前三季度电视剧及衍生

业务营收 1.42亿元 ， 同比下滑

35.48%；实现发行收入的电视剧部

数为23部，同比下降23.3%，这在公

司四大业务中表现最为低迷。

海通证券研报指出， 公司电视

剧业务连续下滑， 收入规模已经跌

出第一阵营。 从公司预计的2013全

年会形成收入的剧集来看， 多为老

剧，已定档的也不多。且华谊电视剧

业务毛利率仅为14%， 大幅低于行

业均值。

此外， 公司年初制定的拍摄计

划推进缓慢， 这可能进一步造成

2014年的发行断档。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在今年9

月收购浙江常升时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外界一直称华谊兄弟是影视

界龙头公司，但公司在“影” 方面表

现很抢眼，在“视”方面并不是龙头。

为此， 公司今后将继续加大在

电视剧领域方面的并购， 通过收购

优质的电视剧公司来迅速提升公司

电视剧业务的营收， 使之在公司总

收入中的占比逐步提升， 成为真正

的影视龙头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 从收购浙江常

升到永乐影视， 间隔时间仅3个月，

且金额也有所增加， 表明华谊兄弟

并购心切， 希望快速增强电视剧业

务规模和制作能力。 明年华谊兄弟

或还会继续并购优质影视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公告中还称，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将就后续投资事宜作进一步协

商” 。“这意味着华谊兄弟可能考虑

收购永乐影视的剩余股权。 ” 上述

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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