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铁中标十项工程

总金额逾268亿元

中国中铁6月4日晚公告， 公司近日中标10项重大工程，

中标价合计约为268.81亿元，约占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3

年营业收入的4.8%。

其中，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孟加拉帕德玛

多功能大桥项目，中标金额96.75亿元；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和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张家口至呼和

浩特铁路站前工程ZHZQ－1标段和ZHZQ－3标段， 中标价

47.95亿元； 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六局集团有

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九景衢铁路浙江段站前工程JQJXZQ-2

标和江西段JQJXZQ-4标工程，中标价36.77亿元；子公司中铁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南京市紫金（建邺）科技创业特别社区

一期项目土建总承包工程，中标价为25.82亿元。（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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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股东披露6.4亿元减持计划

□本报记者 刘兴龙

继5月份股东减持大幅攀升之后， 证券

市场在6月份仍将面临股东抛售的压力。 数

据显示，6月份限售股解禁市值为1575.23亿

元，比5月份增加960.62亿元，增幅超100%。

就在6月4月晚，6月份解禁市值最高的

上海钢联率先披露了股东减持计划， 按照

减持上限计算， 减持规模预计为64029.45

万元。

上海钢联表示，公司收到上海兴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朱军红的《股份减持计划

告知函》。其中，上海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39.69%，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朱军红持有公司股份9,945,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8.29%。朱军红现任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

上海兴业投资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

数量不超过1,200万股， 即不超过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25.20%，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朱军红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数量

不超过248.63万股，即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2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7%。按照

6月4日收盘价44.20元计算， 两位股东的减

持规模最多为6.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兴业投资和朱军

红在减持目的中均表示： 继续支持公司的

发展。

退市长油今摘牌 翻身之路艰且长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交所6月4日发布提示公告， 退市长

油（600087）将于6月5日被摘牌，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 长航油运17年的上市之路画上了

句号， 成为2012年新版退市制度实施后两

市首家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 同时也是

首家被强制退市的央企。

中投顾问咨询顾问崔瑜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航油运进入股份转

让系统后的未来走向并不明朗，而且，由于

巨额负债、 多项诉讼和后续经营情况不乐

观，公司将来重返A股之路将十分艰难。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

长赵锡军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长航油运作为央企首家退市股，对投资

者充分理解退市风险具有警示意义。 应该

通过丰富退市判断标准，引入交易量指标、

交易报价指标等， 并建立相关指标信息披

露制度，使退市真正实现常态化。

未来走向不明朗

在进入30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后，

退市长油股价先是走出连续七个跌停板，

随后低探至0.68元处盘整， 临近终止上市

的最后几个交易日里其又上演最后疯狂，5

月29日涨幅高达6.67%，6月4日最后一个

交易日， 开盘股价即大幅跳水， 尾盘再拉

高，最终平收于0.83元。

长航油运1997年6月在上交所挂牌上

市， 主要从事沿海及远洋原油及其制品的

运输。 由于头顶央企光环， 并受“国油国

运” 政策支撑，公司业绩曾非常辉煌。 2008

年，这家运输巨头实现净利润5.96亿元，业

绩较上一年大涨六成。

但是， 近年来航运市场特别是油运市

场持续低迷， 长航油运逆市扩张运力终导

致业绩连续四年大幅亏损，2013年更因计

提46.53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巨亏59.22亿

元， 不得不于2014年4月21日进入退市整

理期。

退市长油6月4日公告称， 公司股票将

于6月5日停止上市， 停止上市后将转入股

转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在退市整理期届满

之日后的45个交易日内，退市长油将于8月

8日左右登陆新三板。

对于长航油运进入股转交易系统后的

未来走向， 中投顾问咨询顾问崔瑜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将与中外运

长航集团对长航油运的态度有较大关系。

崔瑜说，“眼前中外运长航集团正在大刀阔

斧进行资源整合， 其对长航油运重新上市

的重视程度恐怕不会太高。 ”

重返A股之路艰难

与长航油运退市相伴的， 还有公司巨

额的负债以及多项诉讼。

据报道， 长航油运曾向国内外19家银

行贷款12.8亿美元， 目前这部分贷款连本

带息已超过100亿元。

退市长油6月4日公告，控股股东南京

长江油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18.64亿股已

被法院轮候冻结， 冻结起始日为2014年6

月3日，冻结期限为两年。 国家开发银行提

前诉讼要求退市长油、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归还8400万美元借款 (约合5.11亿元人民

币)、支付利息及罚息47.28万美元，以及其

他相关费用。 公司近期还收到8份民事裁

定，农行要求冻结公司价值7.134亿元的财

产并需提供担保， 民生银行要求对公司

1.675亿元财产予以保全。

长航油运未来能否重返A股市场，中

投顾问咨询顾问崔瑜认为尚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根据规定，沪市公司申请重新上市的一

个重要条件就是：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均为正值且累计超过2000万元。

有人士认为，长航油运在退市前期，已

经将不良资产提前预支， 这代表公司退市

后，将会轻装上阵，为以后重返A股打下基

础。不过，崔瑜认为，“退市后若公司的经营

状况有所好转， 能够满足重新上市的相关

规定便有机会返回A股市场。 不过，相关法

规有多条约束文件， 一般退市的公司很难

达到这些要求，即使能再次回归A股，时间

也可能在2016年以后。 ”

崔瑜表示， 长航油运未来重返A股市

场主要障碍是：一方面，公司自身的运营能

力，公司已经连续3年出现亏损，负债累累，

如果公司内部没有出现全面调整， 后续的

经营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其母公

司是否会对其有所“援助” 也尚不确定。

而目前的巨额负债将对公司的发展

带来较大资金制约。 崔瑜认为，虽然未来

两年航运业的复苏迹象明显， 但是其他

诸多航运企业早已蓄势待发，为迎接行业

回暖做好充足准备，反观长航油运正陷于

债务泥沼之中， 即使之后能够搭行业回

暖的“顺风车” ，但终究会面临后劲不足

之困。

彩虹精化拟一元收购佛山中盛100%股权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彩虹精化6月5日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

30日与幸彩勤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深圳

永晟拟收购幸彩勤持有佛山中盛的100%股

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元。

此次交易双方均为新公司，深圳永晟成

立于2014年2月13日，注册资本1亿，主要经

营新能源发电工程的设计、新能源发电工程

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等；佛山中盛

成立于2014年3月28日，注册资本10万元，主

营太阳能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光伏能源的

技术管理服务、节能技术推广与转让服务。

本次交易价格非常低，仅为1元，但也不

无理由。 公告显示，截至2014年4月30日，佛

山中盛总资产为690元，净资产为-1310元，

负债总额2000元；2014年4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元， 营业利润-1310.00元， 净利润

-1310.00元。

公司表示， 佛山中盛与群志光电签订了

《10WM光伏发电项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

务合同》， 佛山中盛将向群志光电提供

10MW的光伏发电项目的节能服务，以实现

群志光电节能减排的目的。 而深圳永晟收购

佛山中盛100%股权，是基于佛山中盛拥有在

群志光电厂房屋顶兴建光伏电站并向其供电

的权利，有利于深圳永晟拓展光伏发电项目。

喜临门获Hello�Kitty品牌授权

喜临门6月5日公告，近日公司就获得Hello� Kitty品牌授

权许可事宜与利鸥品牌策划（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许可

协议》。

此次协议许可商品包括家居：床、柜子、床头柜、椅/凳、

桌、沙发、镜子、地毯、窗帘。品牌授权时间自2014年7月1日起

至2017年6月30日止。 销售渠道包括一般线下渠道：Hello�

Kitty家具专卖店； 线上/电子商务渠道B2C网站： 淘宝天猫

hello� kitty家具店。

公司表示，Hello� Kitty作为被年轻女性和青少年儿童广

泛喜爱的品牌， 取得该授权将进一步有利于公司快速积累青

少年儿童家居的品牌经营和产品设计经验。 公司将积极推进

该项目实施，使其尽快发挥效益。（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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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增持 沃尔核材晋升长园第一大股东

□本报记者 谢卫国

6月4日，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动人再次

通过二级市场强势增持长园集团1481.6万

股（占1.7%），至此，沃尔核材方面合计持股

达5799.15万股，占总股本6.7%，一举超过华

润深国投成为长园集团第一大股东。由于股

价异常波动，长园集团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6月5日停牌1天。

沃尔强势买入

受股权争夺战消息刺激，6月3日长园集

团股票复牌封住涨停板。 6月4日，长园继续

涨停板开盘，但由于承接盘信心不足，股价

迅速下探至10.31元。 直至下午1时50分，才

再次封于涨停板。 全天成交4854.89手，交易

金额达5.27亿元。

4日晚间，长园集团公告称，收到股东沃

尔核材方面增持通知。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

动人易华蓉、邱丽敏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

市场购买长园集团1481.6万股， 占总股本

1.7%。 其中，沃尔核材购买401.2万股，易华

蓉购买883.4万股，邱丽敏购买197万股。 分

析人士表示，长园集团6月4日的交易均价约

10.85元，沃尔核材买入1481.6万股，合计成

本约1.61亿元。

至此， 沃尔核材方面累计持有长园

5799.15万股，占总股本6.7%，一举超过华润

深国投（5388.71万股，占6.24%），成了长园

集团第一大股东。

在5月30日沃尔核材举行的投资者见面

会上， 部分持有长园股票机构公开表示，对

长园管理层MBO和沃尔核材举牌不持立

场，欢迎公司“拉票” 。 甚至有券商表示，愿

意充当中介，帮助撮合。果不其然，上交所公

布的6月4日长园集团股票交易信息显示，卖

方前五名除了第三名中信建投北京东直门

南大街营业部之外，其他四家全是机构（合

计卖出1亿元）。 买方当中有两席位为机构，

其余三席位均是券商营业部，分别为东方证

券广州平月路证券营业部、中金公司客户资

产管理部及招商证券深圳龙岗大道营业部，

三家合计买入1.62亿元。 从沃尔核材及其一

致行动人的买入数量来看，与上述三家营业

部买入数量相差无几。

藏金或是“近卫军”

6月4日的增持，让投资者看到了沃尔核

材及其董事长周和平“拿下” 长园的决心。

为此，长园集团紧急向上交所申请停牌1天。

分析人士指出，长园的股权争夺战还没有结

束，此番停牌应该是想稳住外部筹码。

由于定向增发方案尚未获准， 管理层与

创东方方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如果发行成

功，合计持股16.19%）尚不能发挥效率。 不

过，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为护航长园管理

层MBO计划，相关方面会有护筹资金。 这其

中，藏金壹号的出现被认为只是一个开始。

藏金壹号几天前刚和复星集团一道分

别接手长和投资所持长园股权。深圳市藏金

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工商登记资料显

示， 其成立于2011年12月， 实缴出资额为

675万元，股东有两位，冯学裕是大股东，持

股88.89%，另一股东叫唐翀，持股11.11%。

有报道称，藏金壹号主要股东冯学裕与长园

集团或有关系。 此外，藏金壹号另一股东唐

翀是深圳市创盈投资企业的执行合伙人，创

盈投资工商资料登记的经营场所在深圳市

南山区高新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B栋5

楼，而长园集团的办公地址在长园新材料港

F栋5楼。

长园集团高管此前曾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现在有藏金壹号，保不准接下来还

有藏金贰号、藏金叁号。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长园集团定增方

案尚未成行， 如沃尔核材联合部分持股基

金，或进一步增持，将持股升至10%，其将

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并否决此前长园

定增方案，那样的话，管理团队MBO计划

将岌岌可危。

*ST天威给子公司2.14亿元委托贷款逾期

□本报记者 于萍

*ST天威6月4日晚公告称，公司向控股

子公司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合计2.14亿元委托贷款已于5月27日到期。

公告显示， 天威硅业为*ST天威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ST天威分

别于2013年5月29日和2013年6月24日通过

中国工商银行保定朝阳支行向天威硅业提

供了两笔委托贷款，贷款金额分别为2.03亿

元和1110万元。 近日，公司收到天威硅业转

来的工行保定朝阳支行发出的《催收到期贷

款通知书》，称上述两笔委托贷款已于2014

年5月27日到期， 要求天威硅业抓紧筹措资

金，尽快偿还。

*ST天威同日还公告称，2014年度公司

对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担保调

整为向其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4.50亿元，

由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公司向其提供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

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6月4日，*ST天

威累计对外担保余额达到6.87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的1084.17%；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3.5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的563.29%； 逾期担保累计

2421.58万元。

公司称， 决定对十套闲置房产进行处

置。 这些房产位于保定市北二环路北侧格林

漫都小区， 总面积1812.72平方米， 均为住

宅，账面原值为1212.74万元，评估市场价值

为2067.041万元，增值率75.9%。

■“新三板” 动态

双鹭药业拟溢价回购222万股

双鹭药业6月4日晚发布回购股票方案，公司拟以不超过每

股45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1亿元。

公司最新股价为41.88元，即回购价格较现价溢价约7.45%。

根据预案， 公司拟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

购，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在回购资金总额

不超过1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45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

股份约222.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0.49%。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公司认为可以承受1亿

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且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 以回购数量222.2万股测算，回购后公司总股本

为4.5亿股，董事长徐明波持股比例为22.65%，新乡白鹭化纤

集团持股比例为21.26%，不会引起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和第

一、二大股东的控股地位。

以公司2014年一季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金额

1亿元、回购价格4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每股收

益提高0.49%，净资产收益率提高0.23%，公司的业绩指标将

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姚轩杰）

光宝联合

否认高管“炮轰”广发证券

6月4日晚，光宝联合（430165）发布澄清公告，否认公

司高管曾发表过质疑广发证券的言论， 并且表示相关报道

与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2014年5月29日， 某媒体报道称，“虽然可获得更多贷

款，准备在2014下半年登陆新三板的光宝联合科技股份公

司副总裁肖时群则有些犹豫。‘之前的股东会议上，PE要求

公司创始团队签署业绩保证书。 如果在登陆新三板后达不

到业绩要求，我们将丧失公司的控股权。 ’他说。 让他最不

满意的是， 作为主办券商的广发证券对这个议案投了不置

可否（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票。 在他看来，与PE一样，作

为投资者的广发证券推荐其登陆新三板也只是为了退出。

这招致创始团队极大的不满。 ”

对此， 光宝联合表示， 肖时群从未接受过上述媒体采

访，也未在其他相关媒体上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此外，光宝

联合已经于2012年在新三板挂牌，不存在准备在2014年底

登陆新三板的情况； 光宝联合主办券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而非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兴龙）

信披不实

科伦药业被证监会罚款30万

科伦药业6月5日公告，6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 因科伦药业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行为，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科伦药业给予警告，并处3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

事长刘革新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总经

理程志鹏，董事、副总经理潘慧，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熊鹰，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冯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对董事、副总经理刘思川，董事赵力宾、高冬，独立董事张强、

罗孝银、刘洪给予警告。

2011年3月15日，科伦药业公告披露，公司与崇州君健塑

胶有限责任公司的原股东四川惠丰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没

有关联交易。 经查，科伦药业与惠丰投资构成关联关系，科伦

药业披露其与君健塑胶原股东惠丰投资没有关联交易的信息

不真实。科伦药业《2010年年度报告》和《2011年年度报告》

未披露与君健塑胶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科伦药业表示，公司接受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申请

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将于2014年6月6日下午采取

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姚轩杰）

钱江摩托

间接参股公司IPO申请过会

6月4日晚，钱江摩托公告称，经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 公司间接参股的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通过审核。 钱江摩托全资子公司浙江满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参股的杭州联创永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56,451,613� ，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4.38%。

据悉，杭州联创永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人共认缴出资42,000万元，其中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10,000万元，认缴比例为 23.81%。（刘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