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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首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

（万元）

第一大股东

300357

我武生物

3000 18952

浙江我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6

002705

新宝股份

7600 74212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55.8

300358

楚天科技

2200 24997

长沙楚天投资有限公司

81.1

603699

纽威股份

12000 83920

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

60.0

300362

天保重装

2570 48881

邓亲华

45.4

300361

奥赛康

7000 79354

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0

300360

炬华科技

2500 20772

杭州炬华实业有限公司

36.0

002706

良信电器

2154 37612

任思龙

13.2

300359

全通教育

2000 11995

陈炽昌

34.4

002707

众信旅游

1700 14922

冯滨

49.4

A11209

陕煤股份

100000

（尚未披露最新

招股说明书）

陕煤化集团

71.0

大股东

持股比例%

11家IPO获批公司及股东情况

IPO重启造富运动

十余家公司拟募资金超百亿

□本报记者 于萍

IPO阀门打开， 已经获得批文的十余

家公司将从8日开始陆续发行。 从披露的

招股说明书看，这些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

将超过100亿元。凭借着持有股权，这些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或高管有望在公司上市

后而身价倍增。

拟募资规模超100亿

目前已经有新宝电器、 我武生物、纽

威股份、楚天科技、奥赛康、天保重装、良

信电器、炬华科技、全通教育、众信旅游、

陕煤股份等十余家公司获得批文。 这些公

司拟通过IPO募集资金的总额将超过100

亿元。

1月8日，新宝股份和我武生物将迎来

首发发行。 两家公司分别计划首发不超过

7600万股和3000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分

别为7.42亿元和1.9亿元。 1月9日，纽威股

份、楚天科技也将迎来首发，预计首发数

量分别不超过1.2亿股和2200万股， 募集

资金分别为8.39亿元和2.5亿元。

从已披露的情况看，陕煤股份是募资

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IPO获准发行10亿

股。 不过，公司目前还没有发布新的招股

说明书。 但与此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相

比，此次发行规模已经大幅缩水。 按照公

司2011年递交的招股书，计划发行不超过

20亿股，募集资金约172.51亿元；在公司

主要募投项目中，神渭输煤管道工程项目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68.58亿元， 胡家河煤

矿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34.57亿元。

在招股说明书中， 一些公司对2014

年一季度的业绩情况进行了预测。 其中，

新宝电器表示，由于一季度是小家电行业

的销售淡季，预计2014年1-3月的净利润

同比变动幅度在-10%到10%， 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1931.62万元至2360.86万元之

间。此外，我武生物也表示，如果此次发行

于2014年一季度完成， 受计入当期损益

的发行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

酒会费等发行费用的影响， 预计公司

2014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较2013年同期

下降23%-30%。

造富效应再现

IPO重启的同时， 也开启了新一轮造

富运动。除了IPO公司背后的创投股东外，

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也将凭

借持有公司大量股份而身价倍增。

以即将登陆中小板的众信旅游为例，

发行前自然人冯滨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51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37%，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林岩的持股比例为7.39%。此外，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

多名高管也都持有公司股份。

可以看到，凭借着IPO成功上市，不少

家族的财富有望实现大幅增长。 以新宝股

份为例， 东菱集团持有公司55.75%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 同时，东菱集团还通过

全资子公司永华实业100%控股香港东

菱，香港东菱则持有新宝股份35.13%的股

份，为第二大股东。 东菱集团的背后则由

“郭氏家族” 来控制。 郭建刚、郭建强、郭

志钊分别持有其60%、30%、10%的股权，

其中，郭建刚和郭建强为兄弟关系，郭志

钊则是二人的父亲。

全通教育的实际控制人陈炽昌与林

小雅，则为夫妻关系。 林小雅直接持有公

司258.33万股股份，约占公司发行前股份

总数的4.31%；夫妇合计持有公司3255.01

万股股份，约占公司此次发行前股份总数

的54.25%。

显然，随着这些公司登陆A股，持股

溢价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也将使股权持有

者的身家飙升。

肥了华北制药 瘦了天坛生物

乙肝疫苗GMP认证“头啖汤” 价值5亿

□本报记者 刘兴龙 实习记者 戴小河

2014年伊始， 舆论漩涡中的乙肝疫苗

行业再被新版GMP认证 “撞了一下腰” 。

国家食药监总局最新通报显示， 乙肝疫苗

市场上的三大“巨头”———天坛生物、大连

汉信和康泰生物均未通过新版GMP认证。

新版GMP认证到底有多重要， 从资本

市场的波动可见一斑。 手持GMP认证的华

北制药股价大涨7.58%，市值单日增加约5亿

元； 而2014年下半年才有望恢复生产的天

坛生物股价重挫5.03%，市值缩水约5亿元。

事实上，新版GMP认证不仅影响着5亿市值

的涨跌变动，也意味着八成以上的乙肝疫苗

产能停产，现有的市场格局可能被打破。

随着新版GMP执行大限已至，许多医药

公司也加紧了认证的步伐。 1月2日晚， 天士

力、西南药业、力生制药、天马精化、北大医药

等公司分别发布通过新版GMP认证的公告。

5亿市值涨跌凸显GMP身价

“我们现在正盯着康泰生物和天坛生

物，如果康泰生物的疫苗质量被检测出问题，

或者天坛生物的停产时间较长导致存货不

足，那将腾出较大的市场空间，我们也会及时

布局跟进。”华北制药一名高管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子公司金坦生物生产的重组乙型肝

炎疫苗（CHO细胞）在二类疫苗市场的占有

率为三分之一左右，每年的产能为1500万人

份，但在一类疫苗市场的占有率一直较低。

国内乙肝疫苗分为一类和二类， 前者

属于国家免疫计划，新生儿可免费接种，每

年的市场份额在8亿元左右；后者属于自费

接种，需求量较小。国家自1992年将乙肝疫

苗列入国家免疫计划苗后， 一类疫苗市场

基本被天坛生物、大连汉信、康泰生物等大

型生物公司垄断。

让华北制药感到激动的是， 上述三大

“巨头” 惹上“疫苗致死风波” 后，在2013

年12月31日前均未获得新版GMP认证，自

2014年1月1日起停止生产。 天坛生物2日

晚间发布公告证实了此事， 称公司由于厂

房搬迁计划， 生产线确实已于2013年12月

31日起停止生产。 大连汉信的一名办公室

工作人员也向本报记者证实， 目前公司尚

未通过新版GMP认证，但已经提交认证申

请，目前公司正常经营。

按照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要求， 血液制

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的生产必须在

2013年12月31日前获得新版GMP认证，否

则不得继续生产。 华北制药金坦生物公司

的重组乙型肝炎疫苗（CHO细胞）生产线

于2013年5月获得新版GMP认证。

受上述消息影响，2日天坛生物股价遭

遇重挫，而华北制药则受益大涨。截至收盘，

天坛生物股价跌幅5.03%， 市值缩水约5亿

元；华北制药涨超7%，市值增加约5亿元。

八成产能复产尚需时日

“2012年各规格乙肝疫苗共签发6839

万瓶，2013年前10月共签发9107万瓶。 其

中，康泰生物占36%，大连汉信占26%，华

北制药占12.3%，天坛生物占11.6%。 ”招商

证券研究员一名研究员认为， 眼下80%的

产能停产，意味着市场格局将被打破，华北

制药有望扩大市场份额。

上述研究员的说法得到华北制药一名

高管的印证。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最近

公司收到的订单显著增多， 以往开不满的

生产线现在都开足马力生产。 天坛生物的

公告显示， 新的乙肝疫苗生产设施最快也

得2014年下半年才能投产， 但为确保产品

供应，公司已做好市场储备。

根据食药监总局的最新通报， 截至12

月31日，已有796家无菌药品生产企业全部

或部分车间通过了新版GMP认证，占全国

无菌药品生产企业的60.3%。对于尚未通过

新修订药品GMP认证的无菌药品生产企

业，2014年1月1日后仍可按照有关规定申

请认证；通过认证后，方可恢复生产。 放弃

认证的企业，可自主选择品种技术转让、企

业兼并重组等方式有序退出。

*ST聚友更名华泽钴镍

10日恢复上市

*ST聚友2日晚公告， 在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

司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并于2013年12月31日实施完毕。 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已从网络设备、视讯服务系统等经营

业务转变为有色金属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

力已发生了彻底转变。 自2014年1月10日起，公司股票恢复交易，

简称由“*ST聚友”变更为“华泽钴镍” 。（李香才）

天威保变申请天威硅业破产

□本报记者 王锦

一直为控股子公司天威硅业所拖累的

天威保变终于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决

定以债权人身份申请天威硅业破产。 天威

保变2日晚公告，截至目前，天威硅业欠公

司到期债务合计约81,049.72万元。 鉴于天

威硅业无力偿还公司相关债权的实际情

况， 公司决定以债权人的身份申请天威硅

业破产。

据了解， 天威保变持有天威硅业51%

的股权，后者注册资本94500万元，主要生

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切片、多晶

锭、多晶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 由

于受新能源市场影响， 天威硅业长期处于

停产状态，资金短缺，截至2013年11月30

日， 天威硅业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8,

675.73万元，净资产为-69,630.25万元，已

经资不抵债，丧失持续经营能力。

在不久前， 天威保变还在为天威硅业

履行担保责任， 为天威硅业的借款代偿本

息。 2013年，为其代偿借款已成为天威保

变不得不履行的责任，累计代偿金额已超4

亿元。 而天威保变的业绩亏损一定程度上

也要拜天威硅业所赐。 2013年前三季度，

天威保变巨亏22.01亿元。 公司称，因新能

源产业市场萎缩、产能过剩、产品价格走低

等情况仍未明显好转， 收入成本倒挂现象

严重，新能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影响公司

当期的盈利状况。 公司预计2013年全年仍

然亏损。

2012年天威保变亏损15.25亿元，其

2013年“戴帽”难以避免，而如何避免暂停

上市将成为天威保变2014年的主要任务，

因此， 剥离停产亏损的天威硅业也成为重

要且关键的一步。

IPO获批公司及股东情况

代码名称首发数量（万股）预计募集资金（万元）第一大股

东大股东持股比例%

梅花集团拟收购汉信生物

梅花集团1月2日晚公告，公司与西藏谊远

实业有限公司达成框架协议，拟出资收购谊远

实业持有的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具体收购价格参考评估结果定价。

汉信生物是国内起步较早的一家专业

从事疫苗生产、研发、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汉信生物目前已上市的品种有重组乙型肝

炎疫苗和人用狂犬病疫苗，新投资的新型流

感裂解疫苗产品也即将上市。 其中，汉信生

物乙肝疫苗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狂犬病疫苗产品是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

是国内该产品最大生产基地。

梅花集团表示，上述收购完成后，公司

计划依此为平台进行产品和业务的整合，并

在现有基础上引入行业内顶级技术团队打

造上市公司的疫苗业务板块。 （张玉洁）

天津市国资改革启动

涉及百利电气、一汽夏利

百利电气一则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透露出天

津国资改革启动的信息。 百利电气1月2日晚公告称，为促进国有

资源优化配置,加速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步伐,现整合重组天津百利

机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百利集团）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天汽集团）,组建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一汽夏利2日晚的公告同样表达了相同内容。 天汽集团目前

为一汽夏利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449,958,74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8.21%。

根据《市国资委关于组建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

通知》，百利集团和天汽集团整合重组，组建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同时注销百利集团和天汽集团法人地位。百利集团和

天汽集团本部资产及负债、人员并入百利装备集团，原百利集团和

天汽集团子公司作为百利装备集团的子公司。 百利装备集团注册

资本57.1亿元， 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 列为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

业。（王锦）

光明乳业河南建生态奶牛场

光明乳业在奶源上的布局明显提速，继不久前在黑龙江投建

奶牛场之后，光明乳业再度宣布4.5亿元的奶源投建计划。 公司1

月2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有

限公司拟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投资兴建生态示范奶牛场，项目投

资约4.5亿元。

据公告，该项目选址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万古镇。建设用地约

需1000亩，目标饲养规模10000头，拟于2014年开工建设，2015年

竣工。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产出优质鲜奶近6万吨。

光明乳业表示，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满足公司在河南地区对奶

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有利于树立光明乳业优质奶源品牌形象，有

利于确保食品安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王锦）

武昌鱼重组上会被否

武昌鱼2日晚公告称，公司接到证监会通知，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

宜， 经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1次工作会

议审核，未获通过。 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3日起复牌。（张玉洁）

包钢稀土控股股东

整合区内9家稀土企业

包钢稀土公告，2013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包钢（集团）

公司在包头市与内蒙古自治区内9家稀土上游企业及股东分别签

署了《整合重组协议》。

《整合重组协议》约定，包钢集团按照稀土专营权及相关专营

政策， 将9家公司纳入到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专营体系之内，9家公

司及其股东承诺接受与服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制

定的由包钢（集团）公司进行稀土专营的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按照

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经营。

公告表示，9家公司在规范运作、财务管理、环保达标等方面全

面达到上市公司要求尚需具备一定条件， 为提升其规范化管理程

度，由包钢稀土以自身管理、技术方面的优势，帮助9家公司尽快实

现环保达标并规范化运作，最终成为包钢稀土控股的企业。

公司表示，包钢（集团）公司将按照自治区政府有关要求，搞

好稀土战略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努力提高稀土产业集中度，

为组建全国性稀土集团奠定坚实基础。 （钟志敏）

盛屯矿业保理业务获批

盛屯矿业2日晚发布公告，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厦门大有同盛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上海盛屯金属保理有限公司， 已经取得

上海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的批准。近日，盛屯保理已经取得上海市

工商局浦东新区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告显示，盛屯保理注册资金为2亿元。 其中，盛屯矿业出资

1.9亿元，占比95%；厦门大有同盛出资1000万元，占5%股份。

公司表示，注册后，盛屯保理将进入实际运营阶段。 如届时自

贸区相关政策对开展金属保理业务更有利， 盛屯保理将充分利用

自贸区优惠政策。（张玉洁）

李嘉诚继续瘦身内地物业， 本土民

企巨头则趁机扩张“增肥” 。

李嘉诚旗下新加坡ARA资产管理

公司近日出售其在南京新街口最繁华地

段的物业———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IFC)， 接盘方为江苏本地企业三胞集

团。该交易目前交割基本完成。对于传闻

中高达30亿元的交易总额， 双方一直没

有给出明确答案。

雄踞新街口半壁江山

在熙熙攘攘的新街口中心广场，孙

中山先生铜像矗立正中，坐北朝南。

“孙中山先生现在在新街口放眼望

去，看到的都是三胞集团！ ” 三胞集团董

事长袁亚非说。

南京国际金融中心位于素有“中华

第一商圈” 美誉的新街口的西南角，总

建筑面积约 11.8万平方米， 办公楼塔

楼7.2万平方米， 商铺裙楼2.8万平方米。

其以220米的高度雄踞新街口，是新街口

知名地标建筑之一。

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的开发商为招商

地产，招商地产于2008年以16亿元的价

格将其出售给ARA。 ARA在2012年就

曾计划将旗下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大连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和上海盛邦

国际大厦三个内地商业地产项目打包在

新加坡上市，后因市场变化取消。

此次从ARA处接盘的三胞集团，目

前控股宏图高科和南京新百两家上市公

司，已拥有新街口东南方的南京新百、国

际贸易中心和西南端的东方商城。 此次

交易完成后， 三胞集团将新街口南沿线

最显赫的物业一并纳入麾下， 持有新街

口超过一半的商业经营面积， 坐拥新街

口半壁江山。

“拿下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主要是

为了与新街口其他物业协调作战， 发挥

‘三胞系’ 商圈协同综合体效应” ，三胞

集团内部人士称，新百、东方商城和国际

金融中心大厦这几家新街口最重要的物

业都烙上了“三胞系“印记，收购国际金

融中心主要是考虑到产业协同， 结合三

胞集团现有商业， 产生的增值可能会超

过投资物业本身。

“去年三胞集团收购了新百旁边的

国际贸易中心， 国贸中心已经对南京新

百形成协同效应。 现在收购的国际金融

中心与东方商城只有一墙之隔， 收购完

成后，两者之间的区隔将做重新规划，有

利于两者的商业价值提升， 未来与整个

集团目前商业部分形成更大的协同效

应， 在新街口打造一个比较大的协同商

圈。 ” 三胞集团发言人邹衍表示。

“百城千县”打造三胞广场

三胞集团是一家以信息化为特征，

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集金融投资、商贸

流通、文化传媒、信息服务、地产开发五

大板块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

旗下独资及控股企业超过100家， 员工

总数超过3万人。 2012年，集团总资产已

突破300亿元，年销售额超480亿元。

三胞集团旗下拥有宏图高科和南京

新百两家上市公司， 宏图高科的主营业

务子公司宏图三胞是中国最大的专业IT

零售和服务企业，曾以独创的“大规模、

标准化、连锁直销” 模式（WDM）开中

国IT终端连锁零售之先河， 近年来又通

过直供供应链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供应链

管理创新树立业内典范， 并依托连锁店

面、物流配送中心、红快服务、网上销售、

全国客户服务中心等形成跨地域、 立体

化专业经营与服务网络，继续领跑业界。

到2015年，宏图三胞自营连锁店面或达

到600家，年销售额800亿元。

南京新百是中国十大百货商店之

一， 长期盘踞新街口绝佳区位并领跑业

界，具有独特、深厚的品牌影响力。 除位

于南京新街口核心区域的本部之外，南

京新百旗下还有东方商城、 芜湖新百等

多家企业，年销售额达60多亿元。南京新

百立足苏皖，面向全国，致力于打造服务

工薪阶层的大众百货“新百MALL” 、服

务商务人士的中高端百货 “东方商城”

两翼齐飞的民族百货品牌。 到2015年，

南京新百将在全国发展形成以150-200

家三四级城市中心“新百MALL” 为主

体的百货连锁网络 ， 实现销售收入

450-500亿元。

三胞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目前在新街

口经营的业态包括百货大楼、 办公楼及

３C连锁等， 此次收购完成之后业态将

更加多元化。目前集团正围绕“大消费”

概念进行大量的跨行业收购， 对新街口

现有产业做有机整合， 意欲将新街口打

造成“三胞广场”的范本。

2012年，三胞集团提出“百城千县”

战略构想，开启新的跨越式发展的序幕。

按照三胞集团“百城千县” 发展规划，要

在100个城市和1000个县级中心城镇打

造“三胞广场”商业综合体。综合体内集

合餐饮、娱乐、商超、３C连锁及儿童教育

等多种业态。预计“三胞广场”可提供50

万就业岗位， 覆盖5亿消费客户， 实现

5000亿年销售， 带动上下游50000亿产

值增长 并衍生出500万个就业机会，三

胞集团发起成立的商圈网， 在国内首家

提出以实体商圈为基础的O2O电子商

务模式，积极探索传统零售业与电子商

务相结合的新模式，被商务部列为传统

商业转型升级全国示范项目。 商圈网以

实体商圈为基础，为传统商家提供“线

上” 、“线下” 相结合的电子商务平台，

做“中国商圈电子商务技术与服务标准

提供商” 。

通过为商户提供整合营销平台、为

消费者提供智能消费导购服务， 以及通

过交易数据分析挖掘服务助推传统商户

运营模式的转型， 商圈网旨在促进传统

零售行业在电商时代持续繁荣和健康发

展。 商圈网将用5年时间，再造一个千亿

规模的“网上新街口” 。

到2015年，三胞集团将力争进入世

界500强， 并实现年营业收入超1500

亿、资产规模超800亿、年利税超100亿

元。 （丁菲）

三胞集团收购南京国际金融中心 稳坐新街口半壁江山

发挥协同效应 打造“三胞广场” 范本

—企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