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中国国旅

兴业银行加码出国金融业务

出国金融需求正伴随着出境游的兴起而快速增长， 也引来各大银行的战

略布局。自去年开始布局出国金融业务之后，兴业银行5月8日宣布，同中国国际

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合作，集合资源优势与影响力，为出境游提供个人签证代

传递业务服务。 今后内地居民可就近在兴业银行网点直接申办该项业务。

国旅总社副总裁王延光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公民出

境旅游经验的不断丰富，个人签证申请服务将面临爆发式增长，国旅总社与

兴业银行就签证业务进行深化合作，是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跨界合作模式的新

尝试，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重要举措。

兴业银行同样看好出境旅游金融市场。 兴业银行副行长陈锦光表示，

兴业银行自2013年起布局出国金融业务， 并与国旅总社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以个人旅游贷款业务为切入点， 共同推动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融合发

展。（王锦）

罗莱家纺获大股东增持

5月5日、6日，罗莱家纺实际控制人薛伟成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

司股份共计960,378股。 增持前，薛伟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800万股。

罗莱家纺表示，薛伟成计划在5月5日至7月15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807,262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不低于580,788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21%。

罗莱家纺证券部有关负责人称， 本次大股东的增持主要是显示对公

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罗莱家纺董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家纺行业过去粗放式的发展

模式已经不适应新需求，罗莱家纺将加快推进新产品、特别是高端新产品

的开发及上市进度以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推出“以零售为导向”的渠

道管理方针，推动渠道库存结构优化，加大对零售终端的支持力度。

罗莱家纺2014年一季报显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57亿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74.94万元， 同比分别增加6.82%和

15.15%。 （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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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车深耕非洲铁路装备升级蓝海

□本报记者 汪珺

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中

国愿意进一步参与非洲铁路建设，将在

非洲设立高速铁路研发中心，同非洲共

享技术和管理经验。

业内人士认为，高铁落地非洲尚待

时日，但中国铁路走进非洲的步伐已经

加快，包括中国南北车等在内的企业近

年来在非洲斩获颇丰，并牵引非洲铁路

装备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随着中非铁

路项目合作的加深，铁路基建、车辆装

备等企业将从更大的市场中获得业绩

增长的空间。

“高铁外交”驶进非洲

访问非洲期间，李克强总理与非洲

政要共同参观在当地举办的中国铁路

航空展。 展览中， 中国南车研制的

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以及中国北车

研制的和谐D2型交流传动电力机车及

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综

合检测车赫然在列。这为中国高铁技术

做足了广告，也令市场目光聚焦到中非

高铁项目合作上。

据了解， 非洲高速铁路研发中心，

除了由铁总牵头，南车、北车等国内的

铁路装备巨头也将参与其中。有市场观

点认为，“高铁外交” 走进非洲，中国高

铁“走出去” 版图中或将增加非洲的一

席之地。

不过，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在

非洲各国中，只有南非目前有比较明确

的高铁计划，其他一些欠发达的非洲国

家尚处于内燃机车时代，还没有电气化

铁路。

“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的实现肯定

不会在非洲，毕竟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

阶段，目前看来还是中东欧的可能性比

较大。 另外，目前和美国也有项目在洽

谈。 ” 一位铁路行业内部人士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透露。

前不久，中国北车公告，公司与中

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

包括信贷业务合作、咨询服务、非融资

类金融业务、海外项目合作等方面开展

全面战略合作， 战略合作金额为300亿

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美元。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中国高铁技术

先进、适应性强，技术合同、商务合同都

比较容易协商，金融担保合同成为保障

高铁“安全走出去” 的重要一环，一旦

金融担保合同落地，高铁出口的进程将

大大加快。

装备企业深耕已久

尽管高铁落地非洲尚待时日，但

在铁路建设其他领域尤其是铁路装备

领域，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深耕已久。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北车了解

到，2010年-2014年间， 中国北车为非

洲19个国家提供了1842台（辆）铁路机

车车辆，如果加上未交付订单，出口产

品总金额将达到12.5亿美元。 今年3月，

埃塞俄比亚向北车采购了41列现代有

轨电车和3台内燃机车；同月，南非又向

北车采购内燃机车232台， 创下中国内

燃机车出口史上最大订单。

中国南车也斩获颇丰。 2010年至

今， 中国南车共向非洲24个国家，提

供了包括动车组、 内燃机车、 电力机

车、客车、货车在内的众多产品，算上

已经获得但未交付的订单， 出口产品

总金额达28.8亿美元。 今年3月，中国

南车中标南非电力机车项目订单，单

笔金额超过20亿美元， 创造了中国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出口历史上最大订单

纪录。

“最初， 非洲主要从中国引进内燃

机车、普通客车和普通货车等传统铁路

车辆。 近几年来，中国北车生产的内燃

动车组、先进的空调客车、高端现代有

轨电车也登上非洲大陆，牵引非洲铁路

装备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 ” 中国北车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产业链角度而言， 铁路建设主

要分为规划设计、征地拆迁、站前土建

施工、站后机电工程、车辆购置和运营

六个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在铁路走出

去过程中，铁路建设公司如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等有望从更多更大的市场获

得业绩增长空间。 而从投资弹性角度

而言， 站后机电工程和车辆购置两个

阶段的投资弹性最高， 对应的产业链

环节主要包括自动化设备、 电气设备

和轨交装备 。 铁路设备整车供应

商———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无疑将直

接受益。 此外，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也将

从中分得一杯羹。

高端装备景气度回升预期升温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通过中非合作工程打造中国装备走

出去的“高地”，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景

气度回升的乐观预期骤然升温。 多位业

内人士表示， 高端装备出口是我国经济

战略转型布局下的重要棋子， 相关公司

有望在技术提升后加速进入世界体系。

现回升迹象

高端装备制造所涵盖的领域主要

包括：航空装备、卫星及其应用产业、轨

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

装备等，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离不

开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今年以来，装备制造业景气度已现

回升迹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8%

， 同比加

快

2.8

个百分点。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

数也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上升明显。

行业回暖下， 相关公司喜讯连连。

今年

3

月份， 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中广核将通过参股方式参

与法国电力公司在英国拟新建核电项

目的开发及建设，双方将共同推动由中

广核牵头的中国核电企业控股开发英

国后续新建核电项目。

联手谋升级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

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但面临的挑战

也日益严峻。 “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

在逐步减弱，全球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

益激烈，加快培育、巩固以技术、品牌、

质量、 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是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真正走向世界的必

由之路。

关于如何快速实现技术高端化问

题，中国企业大多选择了与国际大企业

联手合作的道路。 早在

2013

年，中国西

电就与通用电气建立战略联盟，双方拟

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由中国西电控股

的输配电二次设备自动化合资公司，全

面引进

GE

在二次设备领域的成熟产品

和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

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技术。 该公

司的成立将有利于中国西电在短期内

具备生产二次设备的研发生产能力，加

快中国西电成为一、二次设备成套供应

商以及整体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发

展目标的实现。

也有通过自主研发加速推进技术

高端化的企业。 中联重科就推出首台自

主制造的

M-tec MS220V

干混混合机，

作为新一代高性能干混类搅拌设备，实

现了高效节能、创新环保。

业内预计，随着国内企业技术的提

升，加上政府部门的外力推动，高端装

备制造业景气度继续回升值得期待。

IPO募资近两亿美元 猎豹移动登陆纽交所

□本报记者 王荣

猎豹移动5月8日在纽交所正式挂牌

上市，交易代码为“CMCM” 。 发行价为

每股美国存托股（ADS）14美元，是原定

价区间的高端，筹集资金1.96亿美元。 按

此价格计算，猎豹移动市值将达到19.32

亿美元。

此次募集资金的用途是：5000万美

元用于扩展选好的国际市场；3500万美

元用于扩大和加强自己的销售与营销业

务；3500万美元用于对技术、 技术设施、

研发能力的投资。

猎豹移动原名金山网络， 由香港上

市公司金山软件分拆而来， 目前旗下主

要产品包括猎豹清理大师、金山毒霸、金

山手机毒霸、猎豹浏览器、猎豹浏览器手

机版、 金山电池医生等， 产品覆盖微软

Windows、苹果iOS和安卓三大平台。

截至2014年3月31日， 猎豹移动全

球移动端用户达5.021亿，与去年12月底

约3.446亿的移动用户量相比增长了

44.9%。2014年3月，月活跃用户数达3.62

亿（包含PC和移动），移动端月活跃用

户数2.23亿，其中63%的移动端月活跃用

户为海外用户。

过去三年， 猎豹移动年均以超过

120%的速度增长。 2013年营收为7.49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0.4%；净利润为

6200万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32.6%。

2014年第一季度，公司的总营收为3.157

亿元，其中移动端营收占到17%。

猎豹CEO傅盛介绍， 海外80%的

产品下载是由用户自主下载。 海外用

户变现， 成为猎豹移动未来发展的主

要动力。

“希望猎豹成为中国游戏走出去的

桥梁。 ”傅盛介绍，猎豹移动正加强手游

业务， 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发布游

戏，截至2013年12月31日，已有超过400

款游戏在游戏中心运营， 其中大部分为

联营模式。 一年间，猎豹移动的手游收入

提升了5倍多， 收入占比自3.22%提升至

15.6%。此外，基于云计算数据分析引擎，

猎豹搭建了网址导航页、 个性化推荐引

擎、游戏中心、移动APP商店、Kingmobi

移动广告网络等平台。

傅盛表示， 此次定价在发行区间的

高端，显示海外投资人的认可，公司未来

将保持高速增长，会给市场以信心。

上市前夕，猎豹移动与百度、金山、

小米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其中，金山软件

最高认购1千万美元的股份，百度最高认

购2千万美元的股份，小米旗下投资公司

Xiaomi� Ventures最高认购2千万美元

股份。

深天马拟定增收购55亿元资产

□本报记者 马庆圆

深天马5月9日发布重组报告书。 公

司拟向9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收购后者持有的上海天马70%

股权、成都天马40%股权、武汉天马90%

股权、上海光电子100%股权以及深圳光

电子100%股权，并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不超过交易总金额25%的配套资

金。 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54.96亿

元，按12.69元/股的发行价格，预计本次

重组新增发行股份数量为43,312.8585

万股（未含配套融资发行股份）。

据了解， 上海天马拥有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 在中期应用技术和长期前

瞻性研发方面储备丰富，AMOLED、

LTPS、氧化物 (Oxide� )� TFT、裸眼3D、

In-cell、On-cell等前沿技术已逐步实

现产业化； 成都天马着重于广视角和高

清晰显示技术的研发和产品应用， 通过

设备改造和工艺改进，多种尺寸的HD产

品已成为成都天马营业收入的重要来

源；武汉天马覆盖的产业链条最长，在液

晶显示产品定制化设计和工序优化方面

具备优势， 并拥有广泛的国内大客户认

证；上海光电子拥有第5代生产线，掌握

消费电子和专业显示产品的生产技术，

兼具大尺寸和中小尺寸产品的生产能

力； 深圳光电子的子公司NLT公司在全

球范围内拥有约1900项专利， 四大核心

技术国际领先，在新型技术研究方面，深

圳光电子之控股子公司NLT公司在3D显

示技术、光学粘合技术、LTPS技术、柔性

显示技术、AMOLED技术等方面取得了

较大的突破， 并将逐步应用于专业显示

领域的产品优化。

此次重组后， 深天马的总资产将达

169.95亿元，净资产将达60.58亿元，资产

规模一举跃升全球前列。 重组报告书显

示，重组交易完成后，深天马2013年营业

收入将从45.19亿元增长到112.51亿元，

增幅148.9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则

从交易前的1.43亿元增加到8.23亿元，增

幅473.66%。

大打“生鲜牌” 中百集团瞄准市民大冰箱

□本报记者 向勇

“我们的大小超市，未来会向居民

的大冰箱瞄准。 ” 中百集团（000759）

董事长汪爱群在5月8日召开的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公司正

在作出战略安排，大打“生鲜牌” ，解决

食品安全放心问题，而其支撑点在于公

司的生鲜基地、“中央大厨房” 和物流

配送系统。

“就食品而言，生鲜是刚性需求。 过

去，生鲜是赚人气但不赚钱。 现在，我们

要打造安全放心的食品供应链， 并在这

个链上盈利。2010年开始，公司开始建立

自己的生鲜基地，至去年8月已大部分完

成。 目前，公司的生鲜产品已经做到310

个产品了。 ”汪爱群介绍，公司已经向80

余家机关团体提供食品供应， 包括半产

品的加工，其中有不少是政府机关。

汪爱群表示，公司正在完善“最后一

公里” 的配送问题。正是因为受限于配送

能力，公司日产30万个馒头的生产线，目

前产能利用只到日产12万个馒头。 “我

们的馒头保质期48个小时，全部是鲜食。

下一步， 公司会在所有的中百门店建放

心早餐工程。 ”

“中百馒头” 和向机关团体提供食

品供应，都是公司“中央大厨房” 战略的

一部分。 此前，公司投资5亿元建立了生

鲜基地及其配送物流系统。

汪爱群还表示，公司自去年9月份开

通了网上超市，目前的瓶颈也是“最后一

公里”的配送问题。公司的中百商网正在

改善用户体验， 包括第三方支付和移动

支付的开放和应用。

有投资者现场提问年过60岁的汪爱

群是否会在今年底之前本届董事会届满

时退休， 汪爱群本人和武商联代表均表

示，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这既要看武汉

市的态度，还要看股东们的选择。

■“新三板” 动态

四海股份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

四海股份5月8日晚公告，2014年5月7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合慧伟

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发来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核实，因詹庆辉

诉合慧伟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詹庆辉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并

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要求冻结合慧伟业的银行存款1292.6万元的财产，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轮候冻结了合慧伟业所持公司全部4000万股股票

及冻结期间产生的红股、配股，委托日期为2014年4月9日，轮候期限为24

个月。 截至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称，本诉讼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利益方的民间借贷纠纷，无

论判决如何，对公司的2014年净利润不会造成影响。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

正常，公司会督促控股股东积极与诉讼各方沟通，尽快了结诉讼事项，避

免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姚轩杰）

西王食品拟向东方基金定增

西王食品5月8日晚公布非公开发行预案。 公司拟以13.62元/股向东

方基金非公开发行股票441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此次定增对象为东方基金一家。不出意料的话，通过本次认购，东

方基金将成为西王食品二股东。 东方基金承诺，认购的股份锁定36个月。

东方基金系一家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公募业务、专户特定

资产管理业务、大资产管理服务等领域，东北证券持有其64%股权。（姚轩杰）

天成控股再遭成都财盛减持

天成控股5月8日晚公告，成都财盛于5月7日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

统出售了2200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32%。 本次减持前，成都

财盛持有3010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91%；本次减持完成后，

成都财盛现持有公司股票8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

此前，从2013年7月24日至2014年4月30日，成都财盛已减持2546万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欧阳春香）

长城汽车哈弗H8延迟交付

长城汽车5月8日晚公告，经过整改，公司对哈弗H8的精致感知及品

位进行了大幅提升， 但是客户反映车辆在高速工况下传动系统存在敲击

音，影响了整车品质，达不到商品车交付的条件，公司决定对哈弗H8将继

续整改，达不到高端品位决不上市。

哈弗H8是决定长城汽车能否突破20万元价格天花板的关键车型。 4

月11日晚公司曾公告称，公司已对哈弗H8进行了优化、改进和提升，哈弗

H8将于2014年4月20日在北京车展上市。 （任明杰）

国元证券与万得战略合作

国元证券5月8日晚公告，公司与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有效期三年的《国元万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就综合金融服务的推广、 平台内容与功能开发等信息服务展开

合作,其中包括手机移动开户、理财产品销售和对冲基金头等舱等业务，

具体业务合作内容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万得在其手机客户端

全面推广国元证券综合金融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为投资者提供开户预约

服务，为国元证券客户提供信息服务，并积极拓展在线开户、在线交易、在

线客服等功能。 双方共同推广线下高端投资活动， 共同打造系列品牌活

动，共同策划实施投资咨询报告会等线下活动平台，聚集高端人群，为广

大客户提供专业金融理财服务及延伸服务。（姚轩杰）

全网数商去年净利增近四成

全网数商（430182）5月8日发布2013年年报。去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140.91万元，同比增长43.15%；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65.46万元，同比增长38.51%。

公司称，主营业务收入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主要是电子商务行

业快速发展， 市场需求量增加， 以及员工团队的扩大和管理水平的提

升，公司承接业务的能力也大幅提升，由此销售订单量大幅增加。

公司同时称， 与2012年经营相比较，2013年公司增加了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电商新技术的研发， 包括：android� phone、Iphone、Ipad等

一系列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电商新技术开发， 扩大了公司的产品覆盖范

围。 4G时代的开启以及移动终端设备的凸显，必将为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注入巨大的能量，2014年移动互联网产业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飞

跃，对于公司的业务拓展将构成持续支撑。（任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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