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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A股化

国内投资圈乐此不疲的参与

热情正在改变中概股走势。 有华尔

街分析人士近日表示，4月末，受中

国加强网络监管影响，美国中概股

大跌，而同期纳斯达克指数仅小幅

调整。 数据显示，中概股走势已经

偏离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与

A股沪深指数呈正相关。

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现象

是， 中概股的交易活跃期多在北

京时间的傍晚， 而当北京时间进

入深夜后，中概股成交渐趋平淡。

“毕竟白天还要投资A股， 太晚

睡，第二天怎么有精神。 ” 上述深

圳私募人士说。 华尔街的分析人

士认为， 影响中概股的资金大部

分来自中国。 大量的私募机构以

“离岸基金” 的形式驻留中国内

地， 进行实地调研并在美股市场

投资。

阳光私募投资中概股已蔚然

成风，根据私募排排网统计，目前

投研团队运作于国内且在海外发

行有对冲基金的私募公司， 包括

景林、淡水泉、天马、柏坊等近30

家机构。 从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的情况看， 大部分私募在产品名

称上都有中国或相近的标识，在

产品募集说明书中限定了投资范

围。 海外私募产品多数只投资中

国概念股， 真正进行全球性投资

的私募屈指可数。

数据显示，目前内地已有10%

的阳光私募发行海外基金，40%的

阳光私募参与海外市场投资，还

有30%的阳光私募正在筹备设立

海外基金。 阳光私募设立海外基

金的通行模式是先开办离岸资产

管理公司， 并在香港设立公司型

基金；投研团队在内地，而香港的

办公地点只负责后勤和市场。“香

港的办事处没有多少事情做，主

要是为了应付香港监管部门的检

查。 ”一位管理着数只海外产品的

私募人士说。

对于国内富裕人士而言，投

资美股并不是一件十分麻烦的

事。 不少投资人士有美国亲属，可

以代开账户； 而通过网上美股券

商开户，手续也非常简单，只要在

网上填妥相关表格， 寄到美国总

部即可， 有些券商甚至支持无纸

化开户。 此外，可以通过国内券商

的香港子公司或香港券商委托下

单， 国内各大券商的 “香港子公

司”基本都有此类业务。 客户的小

额炒股资金，可以各种正当理由通

过正常的外汇渠道汇出；大额炒股

资金则要借助地下钱庄过境。

A股拷贝美股思路

在中概股成为影子A股的同

时，国内上市公司形成一股不小的

美股映射趋势。 过去一年，A股的

热门行业一目了然，而股价能不能

上去，以“是否能与美国科技牛股

映射” 最为流行，也最为简便。 从

过往一年看，不少被爆炒的上市公

司，其包装的主题大都与“谷歌” 、

“苹果”等美国上市公司产业链相

关。 “再不济，如果业务在某个阶

段与突然受到追捧的中概股类似

也行。 ”深圳一位操盘手说。

在国内私人资金大量投资美

股的情况下，美股受关注的程度空

前高涨。“我的美股个人账户的配

置方向，和我阳光私募产品A股账

户的配置基本是一致的。 ”深圳一

位管理资产规模达5亿元的私募人

士表示。

2009年以来，以科技股、新技

术股为代表的美国新概念股对A

股的映射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美

股表现突出的相关代表性公司的

股市表现，对国内相应的概念板块

具有明显的“外溢” 与“示范” 作

用。 民生证券的一份报告指出，一

方面，中国市场跟随概念炒作的因

素使然；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扩散

带来上下游公司业绩提升将产生

新热点。与美股新概念相关的同领

域公司（技术引进与仿冒）、产品

原材料直接、间接供应商、产品服

务公司受到的映射作用最为明显。

事实上这也是不少机构人士

投资A股的基本思路，在个人账户

跟踪美股的同时，又将投资美股的

逻辑移至A股。 上述管理资产在5

亿元左右的深圳私募人士展示了

其账户交割单，“我美股账户买的

是特斯拉及相关概念股，去年美股

账户赚了50%多，A股的产品账户

业绩也接近两成。 ” 实际上，从去

年至今的A股创业板行情看，基本

是把纳斯达克的故事，重新包装到

A股再说一遍， 无论是特斯拉，还

是苹果产业链皆是如此。

上述私募人士判断，按照美国

科技股的逻辑，真正有故事的A股

创业板行情不会轻易结束，毕竟美

股牛长熊短，其科技股走势可以为

A股提供强效指引。

机构人士美股藏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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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风向

军工改革暗藏资本淘金路线图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相比于高调改革却又进展略

显缓慢的铁路、石化等行业，军工

领域的国企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

进， 民营资本和投资机构对于神

秘的军工企业兴趣盎然。 互联网

巨头腾讯公司入股四维图新刚刚

获国资委批准， 成飞集成纳入防

务装备核心业务的重组预案也浮

出水面。

市场人士认为， 在新一轮国

企改革的带动下， 军工改革将推

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改革国防

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

制机制， 为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国

防科技工业体系扫清障碍。同时，

军工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不断推

进， 将为资本参与军工行业带来

机遇。

军工迎强劲资本潮

证券化率低一直是中航工业

董事长林左鸣的心结。 早在2008

年中航工业成立时，便将“3年子

公司80%资产上市，5年集团80%

资产上市” 作为战略目标。 但截

至2012年底，中航工业资产总额

已达5661亿元，证券化率只达到

51.79%。 尽管上市和借壳之路依

然崎岖， 但是在新一轮国企改革

的时代大背景下， 军工企业资产

证券化、 引入民营资本等难题有

望迎刃而解。

继2013年9月中国重工收购

超大水面舰船等军工重大装备之

后， 停牌五个月之久的成飞集成

于5月19日披露重组预案。 公司

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沈阳飞机工

业有限公、 成都飞机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洪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三家公司的100%股权，标的

资产预估值为158.47亿元。 交易

完成后， 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的防务装备核心业务及

资产将实现整体上市。

无独有偶， 四维图新也发布

公告， 国资委已批准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四维向腾讯公司转让股权

事宜。股权转让后，中国四维与腾

讯持股比例相差仅1.3个百分点，

公司将没有实际控制人。

深圳晟泰投资总裁薛冰岩指

出， 目前金融等行业已经比较市

场化，2013年开放了民营银行等

领域；铁路、石化、电力等领域则

改革阻力重重，还需要观望。相比

之下， 军工行业是最有希望因国

企改革而迎来大发展的行业。

在国企改革的鼓舞下， 军工

资产吸引来的不仅仅是民营资

本， 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资金也趋

之若鹜。 出于对军工行业发展的

看好，长盛、富国、前海开源等基

金公司先后推出军工主题基金。

首只军工主题基金长盛航天海工

装备混合型基金于2月发售，3月

11日成立，首发规模为7.41亿份。

在长盛推出两只主动管理的混合

型基金之后， 富国基金推出被动

管理的中证军工指数分级基金。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基金于4

月4日成立， 首发规模为9.81亿

份。此后，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

基金也进入发售期。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基金经理

张锦灿表示， 随着军费开支规模

的增长、 削减非战斗人员比例等

带来的武器装备采购占比提升，

结合我国未来5到10年武器装备

重点发展方向集中在海军、空军、

导弹武器 (航天) 及信息化等领

域，上述领域的上市公司收入、盈

利的复合增速应在15%至20%，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军工板块成长性可观。

三大投资路线图

“对于包括两大船舶集团在

内的十大军工央企而言， 除涉及

国家安全核心机密部分要保持国

有独资外， 其他民品部分完全可

以放开，推行股权多元化，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 ” 国资委副主任

黄淑和在两会期间透露了军工国

企改革的思路。

市场人士指出，国防装备等业

务由于涉及信息机密和安全， 一般

在引入民营资本方面非常慎重。 以

成飞集成为例， 实施配套融资的发

行对象主要以中航飞机、中航机电、

中航投资等军工系统企业为主。 从

民营资本融合的特性分析， 军工国

企改革将有三大领域可能吸引资本

聚集———民用产品、军工科研院所

改制、武器装备社会化采购。

对于军工企业来说，军用与民

用产品融合早已成为常态，吸引民

营资本促进民用产品生产规模提

升，成为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加强

企业管理水平的捷径。广船国际日

前因“正在谋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

大事项”停牌，市场人士称重大事

项或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整

体上市。中船集团是中国十大军工

集团之一，在军船方面，中船集团

研制的产品几乎涵盖了我国海军

所有主战舰艇和军辅船装备，是中

国海军装备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民

船方面，中船集团能够建造符合世

界上任何一家船级社规范，满足国

际通用技术标准和安全公约要求，

适航于任一海区的现代船舶。

一直以来， 我国军工科研院

所科研活动的成果全部属国家所

有， 未经国家批准， 成果不得转

让、销售。 目前，军品科研任务一

直是军方和院所之间以经济合同

方式完成。 除需要国家给予事业

费(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外，

还要进行大量的保障条件和军工

技改的投入。 今年4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 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局长许达哲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

就是要务实推进重点领域、 关键

环节的改革， 特别是结合新一轮

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调整，推

进军工科研院所改革、 军工投资

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此外， 今年以来公布进入武

器装备体系的上市公司数量激

增，民营企业在武器装备供应、装

备科研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国防科工局网站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3年新取得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单位中非公

有制企业占2/3。 截至目前，取得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非公有

制企业数量已占许可单位总数的

1/3以上。 在上市公司当中，西北

轴承通过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现场审查， 奥维通信获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东华测

试获批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

级保密资格。

市场人士指出，目前中国主要

军工集团的整体资产证券化率不

高，未来研究所改制和资产注入将

成为重点，国有军工集团将依托资

本市场进行多元化改造，实现整体

上市， 军工资产证券化将迎来高

潮。 此外，军工资产上市将打开民

用化窗口，高端军事技术民用化的

市场空间广阔，将吸引越来越多的

资本迎接军工改革大潮。

股权众筹将走出灰色地带

□

陈洋

当前股权众筹正成为行业

热门话题。 22日，先锋集团高级

董事总经理兼原始会负责人陶

烨表示， 继第三方支付之后，股

权众筹很可能成为互联网金融

中第二个阳光化的业态。 从

2014年初开始， 证监会已经针

对股权众筹进行密集调研，很快

就会出台政策，把股权众筹纳入

合法监管范围，股权众筹的阳光

化是对行业的巨大利好。

陶烨是在网信金融举办的

首届全球众筹峰会上作出的以

上表述。

她认为， 传统的线下融资

的缺点之一就是沟通渠道非常

有限，融资时间成本高昂。股权

众筹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特有

的优势，达到提高投资效率，降

低投资门槛的目的。

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中

小企业都是经济的中坚力量。陶

烨说，在美国，中小企业贡献了

65%的就业和50%的GDP，在金

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业借贷紧

缩，仅有17%的小企业可以获得

资金支持。之后股权众筹应运而

生， 股权众筹就是优化资本配

置，从开始的众包、众筹，再到股

权众筹，实际上是对互联网优势

和互联网思维的演绎： 打破壁

垒，优化资产配置。

在中国创业氛围有待培

养， 国内有人才， 也有扶持政

策，但是缺乏资本支持。在过去

十年， 中国资本对成长型企业

的支持已经较为成熟， 但是对

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有

限。 股权众筹作为民间资本的

一种形态，门槛低、覆盖面广、

效率高等特点满足了创业企业

的需求。

网信金融CEO盛佳表示，

股权众筹挑战着大家的创新想

像力。 在中国， 中小微企业在

GDP、 纳税和解决就业等方面

的贡献有目共睹，而融资困难是

其面临的最大瓶颈。广大的受众

群体、良好的政策趋势和亟待改

善的投融资现状，将为股权众筹

的发展提供良好土壤。

那么， 国外的股权众筹是

如何运作的呢？ 来自国外的众

筹网站OurCrowd的合伙人

Denes� Ban介绍了一种较为

成功的方式，即把天使投资、奖

励众筹和股权众筹各自的优点

进行集合，摒弃劣势。

OurCrowd是风险投资和

众筹两种方式的一个结合体。

据Ban介绍， 其工作的基本模

式是每一年对两千多家公司进

行考察，只筛选其中的部分，通

常只占总数的一到两个百分

点。一旦这些公司被选择出来，

OurCrowd首先把自己的钱投

进去，不作局外人，“我们不是

在旁边只给投资者建议， 而是

亲身参与其中， 身先士卒参与

风险。如果这种模式，我们的投

资取得成功，就提供一个平台，

把这些投资推荐给大众。 ”

他同时介绍了两种不同的

投资方式。 一是例如有50家公

司， 只选择其中的一两家进行

投资；二是一揽子投资，投资者

可以选取推荐的很多公司，然

后把资金分成很多小块， 投资

到这些公司中去。总之，投资的

一个重要诀窍就是“多样化” 。

据世界银行预测，2025年

全球众筹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亿美元，中国市场将占到

500亿美元。 目前，以众筹为代

表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已经进

入到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随

之而来的大众金融消费习惯的

改变和传统金融业务的革新初

现端倪， 股权众筹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蔓延。

P2P

行业仍处“三无”模式

□

李宝富

在连续遭遇几个负面消息的

P2P行业，本周终于迎来一则振奋

人心的消息：平安集团旗下的P2P

平台“陆金所”有望被平安分拆上

市。 尽管中国平安与“陆金所”人

士对此事均三缄其口，但此前平安

及陆金所高管已在不同场合表达

此方面意图，而无论从中国平安市

值， 还是陆金所战略规划来看，平

安集团与陆金所在此方面的动力

可谓充足。 成立不到三年，“陆金

所” 已成为P2P领域的佼佼者，美

国最大的P2P研究机构Lend� A-

cademy的创始人Jason� Jones认

为，“陆金所” 的P2P线上交易服

务位列全球三甲。然而放眼国内的

P2P行业，笼罩在其上空的雾霾似

乎仍未散去。

近日，由南方日报、融宜宝主

办的中国金融业创新论坛月度沙

龙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小

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表示，

P2P在2005年左右从英国和美国

产生，于2007年前后引入我国。 虽

然国外的P2P发展比我国早两三

年，但是我国现在的P2P规模已远

超英美，只是情况非常复杂，可谓

良莠不齐。

国外运行的P2P对接了征信

系统和大数据信息，对数据进行分

析之后， 比较容易在线上解决问

题。但是在我国由于征信系统不完

善， 造成P2P一系列的问题和矛

盾。

从自律组织的角度来讲，国外

有类似组织。英国主要靠几家大型

P2P公司成立了自律协会。 但我国

的P2P基本属于“三无” ：没有准

入门槛，没有运行规则，没有外部

监管。 如果不加紧出台相关的条

款，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国外，P2P的资金不存在资

金池问题， 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得

以实现。第三方支付可以是银行，或

者是政府批准的支付平台， 进行清

结算和支付。 而在国内，P2P平台自

身形成了资金池， 把自身的资金和

两端客户的资金混在一起， 难免出

现暗箱操作行为， 这在国外是绝对

禁止的，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

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P2P现在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是因

为中国的金融供需之间存在一个

巨大的缺口。未来随着金融服务门

槛不断降低， 金融供给将不断增

加，特别是在供需逐渐平衡的情况

下，P2P行业面临考验。

P2P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

降低成本使得投入更方便，二是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控制风险。 如果

有这样的能力，就会有独特的市场

空间。 目前P2P的信息成本是可以

降低的， 但核心绕不过一个问题：

在中国没有机构甄别风险，仅仅凭

信息平台，难以保证收益的获取。

徐小平的天使投资法则：救急不救穷

□

本报记者 殷鹏

5月16日，聚美优品在纽交所

成功上市。 这是徐小平最得意的

投资项目。 他前后总计投给聚美

38万美元。 IPO前，徐小平持有聚

美8.8%的股份。 聚美估值为30亿

美元，依此推算，徐小平将把2.3亿

美元收入囊中。 4年间，38万美元

的投入，获得了超过600倍回报。

救急不救穷

在5月20日的 “第二届中国

天使投资人大会” 上，徐小平分

享了他的经验。他说，投资人和创

业者可谓爱恨交加， 但是这种关

系能够产生令人激动的人生果

实。 天使投资的生存法则是“救

急不救穷” ，“如果你真有急事，

我们真的帮你。 兰亭集势曾经出

现过供应商堵门口， 我们就直接

帮助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去年3

月1日，聚美优品发生历史上最大

危机，作为天使投资人，我们天天

跟他们在一起，帮他们渡过难关。

还有一家公司因为战略错误导致

失败，我们给他一笔钱再次失败；

而后我们第三次给了他资金，因

为我们相信这个人是名优秀的游

戏行业创业者， 最后终于渡过危

机，目前他已经拿到2500万元的

代理，现在这个产品即将上线。 ”

早在创建聚美优品之前，

2007年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的陈

欧找到徐小平要资金， 徐小平不

仅给投资， 还帮忙说服陈欧家人

支持其创业。徐小平说，天使投资

人需要在关键时刻给创业者“临

门一脚” ， 并且给予创业者信心

和信用的保障。

天使投资人在中国不仅要给

钱， 更重要的是完善中国的创业

环境与文化。 他归纳了天使投资

人的精神： 要像做公益慈善一样

专注创业青年的人生福祉； 像政

治辅导员一样关注创业青年的人

生成长； 像小区大妈一样呵护创

业青年的团队建设； 像政府总理

一样推动就业、创业。 作为天使投

资人，他不看重“想法” ，而看重人

才、 团队与经验。 而一旦投资进

入，投资人应做到“帮忙不添乱” 。

感性投资法

中关村是徐小平的“福地” 。在

中关村，他成了著名留学签证专家、

新东方的创业元老、 青年们的精神

导师；同样也是在中关村，他完成了

由“徐老师”到中关村“著名天使投

资人”的成功转型，他投资的成功企

业，大多分布在中关村。

2011年底， 真格基金与红杉

资本中国基金成立新的真格基

金，专注于天使期的创业项目。徐

小平属典型的感性派投资风格。

“把徐老师一忽悠， 他头一热就

投了。 但如果谁能让我头一热就

投了， 这个人必定有一定的能

力。 ” 徐小平不忌讳别人这样评

价他的投资风格。

徐小平经常说， 自己当年在

新东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人。

他曾经逐个跟学生见面， 根据学

生的素质， 告诉他们怎样走自己

的人生路。徐小平认为，自己做天

使投资的独门武功就是 “看人”

的能力：“如果没有模式，或者模

式很烂，但我觉得人很不错，那我

们也会帮助他。 ”

稍盘点一下徐小平投过的项

目会发现， 碰到跟他气质相似的

人，他更易激动和投资。无论是兰

亭集势创始人郭去疾， 还是聚美

创始人陈欧，都有海归背景，出身

名校或名企，人极其聪明，有很好

的品牌营销意识。 后来徐小平投

的泡否创始人马佳佳、 大姨吗创

始人陈方毅， 甚至连失败项目维

棉的创始人林伟，都是极聪明、善

“忽悠” 之人。

上接01版

在当前的过渡期， 要预防不

顾实际偿债能力乱发债的道德风

险， 还需要中央给予严格的监督

和审批。 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

额控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推行

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制度，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和地方

政府信用评级制度。

中国证券报： 允许地方政府

发债对于全社会的资金价格预计

会产生什么影响？

潘向东：一般而言，地方政府

债券由于其违约风险低于企业债

券， 所以利率水平低于一般的企

业债券；但由于风险高于国债，所

以利率又高于国债。整体来看，允

许地方政府发债将有助于降低全

社会的资金价格水平。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通过影

子银行等渠道变相融得的资金

成本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地方官

员在任期内的负债都是留给下

一任期的官员偿还，在任的官员

很少关注资金价格，更在乎如何

通过金融创新获取更大规模资

金， 来支持任期内经济高增长。

而中央政府或多或少为地方举

债提供了“隐性担保” ，因而过

去地方政府举债对于资金成本

并不敏感。

未来融资渠道更加市场化以

后， 不同地方的政府债利率水平

将出现分化。 一方面，债务率低、

经济发展好的地方政府债券利率

水平会较低； 另一方面， 债务率

高、 经济发展欠佳的地方政府债

券利率水平会较高。

平安发展投资账户

平安保证收益投资账户

平安基金投资账户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账户

平安精选权益投资账户

平安货币投资账户

5月 16 日 5月 19 日 5月 20 日 5月 21 日 5月 22 日

买入价

2.718

1.624

2.8327

1.9199

0.756

1.2763

卖出价

2.6647

1.5921

2.7772

1.8822

0.7412

1.2513

买入价

2.7115

1.6247

2.8197

1.9194

0.7477

1.2763

卖出价

2.6583

1.5928

2.7645

1.8817

0.7331

1.2513

买入价

2.7179

1.6249

2.8281

1.9191

0.7525

1.2763

卖出价

2.6646

1.593

2.7727

1.8814

0.7378

1.2513

买入价

2.7277

1.6251

2.8463

1.9186

0.7608

1.2767

卖出价

2.6742

1.5932

2.7905

1.8809

0.7459

1.2517

买入价

2.7344

1.6253

2.8527

1.9189

0.7712

1.2768

卖出价

2.6807

1.5934

2.7968

1.8812

0.7561

1.2518

2000年 10 月 23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3 年 9 月 4 日

2007年 9 月 13 日

2007年 11 月 22 日

投资账户设立时间

投资账户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4-051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阙文彬先生通知：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另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3,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质押给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分别为2014年5月21日、2014年5月22日至质权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317,604,000股（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51％），其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额为

233,6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9%），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4-03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5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中山大

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

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