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瑞医药重磅创新药年内或上市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恒瑞医药收到国食药监总局（CFDA）

药审中心通知，公司可向CFDA申请阿帕替尼生产现场检查。公司

内部人士预计，年内可以上市销售。

据了解，阿帕替尼是重大专项类药物，适用于其他治疗手段失

效后的癌症患者。目前国内尚无企业拥有该药品生产批件，正在进

行生产申报的仅恒瑞医药一家。

重磅新药上市在即

重磅创新药阿帕替尼迎来现场核查， 意味着药品注册流程中

最为关键的技术审评环节已经完成，现场检查完成后，CFDA药审

中心将出具现场检查、生产现场抽样检验、技术审评“三合一” 报

告，报告通过CFDA领导签字后，企业就可以拿到新药证书和生产

批件。 恒瑞医药内部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若乐观估计，阿帕

替尼今年11月份左右就可以面市。

阿帕替尼是多靶点激酶抑制剂， 具有抗血管生成和抗肿瘤细

胞增殖双重作用，是针对晚期胃癌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在近日召开

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上,“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的

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 入选口头报

告和优秀论文。

市场普遍预期，阿帕替尼胃癌适应症的潜在市场规模超过10

亿元。 当前国内的胃癌发病率为30.2/10万人，位列恶性肿瘤发病

率第三位，每年新发病例超40万人。 阿帕替尼将成为第一个用于

晚期胃癌靶向治疗的口服激酶抑制剂。同时，阿帕替尼肝癌适应症

仍在临床中。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过去3年，公司面临降价和

新品种迟迟未能获批的双重压力，业绩增速减缓。阿帕替尼的上市

销售，将显著提升恒瑞医药的业绩与估值。 不过，新药上市需要一

定时间的推广期，虽然公司拥有强大的肿瘤药销售团队，但是该产

品的上量还需一段的时间。

仿制药产品梯队华丽

除了重磅新品阿帕替尼获得突破外， 恒瑞医药的大批仿制药

也将于2014年开始发力。

例如治疗痛风的非布司他片、治疗肿瘤的卡培他滨、抗真菌的

卡泊芬净、抗凝血的磺达肝癸钠、抗血栓的氯吡格雷等都有望在近

期拿到生产批文。这些品种的市场竞争还不太激烈，将对公司估值

水平起到实质性支撑。

过去4年，恒瑞医药申报的仿制药数量达75个，未来一段时间

将进入仿制药的批量上市期。恒瑞医药过去几年在老年用药、抗真

菌用药等大病种领域迅猛布局，在开拓新利润来源的同时，公司成

本和规模优势也更加明显。 公司在研仿制药均为各治疗领域的临

床一线用药，与原研药相比性价比更高，在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将

充分享受仿制药进口替代的市场空间。

目前，公司的长效G-CSF正处于三合一审评阶段，一旦评审结

束即可申请上市。 长效GCSF和阿帕替尼类似，其潜在的市场空间

均超过10亿元，预计上市后将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贡献。 (戴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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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服务器与路由器自主技术

政策支持信息安全装备国产化

□本报记者 傅嘉

消息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针

对我国信息安全当前所亟须解决的问题，

相关政策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打响第一枪。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准备调研并起草

“信息安全装备国产化” 专项扶持方案。

该人士表示，和此前对集成电路产业

的扶持相比，本次政策涵盖的不再是某一

个技术节点，范围将更为广泛，而服务器

和路由器的国产化问题可能将是本轮调

研的重点。

政策进入酝酿期

“保障信息安全，实现核心软硬件国

产化自主可控” ，被国家层面提高到空前

高度。 分析师人士指出，针对信息安全领

域， 国家层面已经或将要推出多重措施，

市场对政策红利寄予很大预期。

5月20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

心通知要求，中央机关采购的所有计算机

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系

统；5月23日， 来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的消息称，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障

中国用户合法利益，我国即将推出网络安

全审查制度，该项制度规定关系国家安全

和公共利益的系统使用的重要技术产品

和服务，应通过网络安全审查。

消息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信

息安全的相关政策后期有望落到实处，今

年下半年或将打响头炮。 目前，相关部门

正在着手调研和相关政策的起草工作。该

人士表示，本次政策的主题将是“信息安

全装备国产化” ，方案最快将在四季度初

起草完毕并向上级部门提交。

针对这一消息，分析人士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总体来看，这一专项行动目

前仍处于初步酝酿阶段，具体的推进进度

仍有待时间观察。但在信息安全得到国家

层面高度重视的背景下，相关政策落地的

时间点以较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是大概率

事件。

两大领域或成重点

信息安全涉及的产业面极为广泛，从

上游的软件技术到下游的硬件制造，均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选择哪个细分领域进行

切入将是此次专项行动的一大看点。上述

消息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本轮的

调研工作中，服务器和路由器两大领域有

可能将是重点所在。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尽管国产软硬

件与国外顶级产品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已

经能够达到可用好用的水平，包括浪潮天

梭K1服务器、 银河飞腾系列大型国产超

级计算机在内的一系列国产软硬件的技

术实力，能够满足需求并达到世界前列。

路由器作为控制网络数据流动的中

枢环节，前期“思科预置后门” 事件引发

了业内的高度关注。 相关报道称，棱镜门

事件之后，相关部门对政府、金融、电信、

电力、能源、证券、铁路、军工企业等系统

进行了信息安全大检查，发现了大量的网

络攻击窃密活动， 挖掘出多种设备 “后

门”或漏洞。 美国的思科路由器前期在国

内被广泛使用，涉及政府、军警、海关、税

务、金融等要害部门，而检测发现，思科路

由器存在可远程操控的预置式“后门” 。

据了解，路由器中的主芯片短期内实

现全面国产化，仍有不小的难度。 但从技

术层面看，后门的植入领域不仅局限于主

芯片，包括主板的各个环节在内均是植入

后门的温床。 如何有效地通过国产化手

段，有效防堵后门，将是十分重要的议题。

去年以来，随着去“IOE” 的呼声渐起，服

务器领域的国产化已经在提速。联想集团

去年年底宣布将收购IBM的X86服务器

业务，今年这一并购案正式完成后，我国

X86架构服务器的国产化实力将得到强

化。 最新数据显示， 得益于国产化替代，

2014年一季度， 国内服务器龙头企业浪

潮信息的服务器出货量达8万多台， 市场

占有率19%，位居中国市场第一。

行业整合大势所趋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家层面对信息

安全产业后续将不断出台政策，将对行业

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最大的趋势便是业

内优质资源的整合将进入提速阶段，市场

将逐渐向较具实力的信息安全企业集中。

2008年以来， 国内信息安全行业竞

争分散的局面有所改变，不少业内的优质

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有信息安全专业人

士预计，未来几年内，行业内的第一梯队

企业与第二梯队企业的差距将逐渐拉大。

整合也在信息安全行业悄然展开，利

用优势产品通过原始积累取得较快发展

的企业，开始扩充产品业务线以提升整体

解决方案能力，互补性并购成为获得竞争

优势的重要手段，并且这一势头将持续下

去。 缺乏技术创新、服务能力和独特商业

应用模式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竞争实力

较弱的中小厂商数量将大幅减少，行业集

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信息安全市场

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按照行业发展的规

律，未来必将产生百亿市值公司。

上述消息人士同时指出，目前，信息

安全领域的下游市场竞争已经十分充分，

政策的护航仅仅是一个方面，国内企业在

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上仍有许多硬仗需要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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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博股份拟7.8亿元并购强视传媒

交易对价乐视要股叶璇要钱

□本报记者 向勇

道博股份6月11日晚发布的重组草案

显示，公司拟购买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100%股权，变身影视传媒公司。

强视传媒作价7.8亿元

重组草案显示， 标的资产作价7.8亿

元，由公司发行股份5361万余股及支付1.5

亿元现金购买。 同时，公司向控股股东新

星汉宜发行22,127,659股份募集2.6亿元

配套金额，其中1.5亿元用于本次交易现金

部分的支付对价，剩余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补充标的公司的运营资金。 本次重组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母公

司报表净资产26,344.55万元， 评估值为

78,049.87万元，增值51,705.32万元，增值

率为196.27%。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为游建鸣、徐卫锋、李波、徐志明、

叶璇、王学伟、胡一朦、王鹏、朴时演、杜淳、

刘朝晨、 靳东等12名自然人及乐视网、同

禧投资、永宣投资、博大投资、信中利、金华

东影等6家机构。

游建鸣持有受让标的公司58.56%的

股权， 重组完成后将与关联方一致行动人

金华东影合计持有道博股份20.14%的股

份，接近重组完成后新星汉宜23.52%的持

股比例。不过，游建鸣与金华东影出具了不

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同时，游建鸣对拟注入资产作出业绩承

诺。其对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业绩承诺

分别为6050万元、8043万元和10568万元，

并承诺对差额部分作出补偿。 若本次交易实

施完成日迟于2014年12月31日， 则前述补

偿测算期间将相应顺延至次一年度。

欲做大做强影视产业

重组草案中，公司对未来的二股东表

示了足够的尊敬。 草案称，游建鸣具备二

十多年的电视剧制作行业经验。 在设立广

东强视及强视传媒之前，游建鸣主投并制

作的主要作品包括《小李飞刀》、《中华英

雄》、《忠勇小状元》等。

草案同时历数了标的资产公司自成立

以来，累计投资或制作的超过25部电视剧作

品。 其中，除《香水佳人》、《雅典娜女神》、

《十二金钱镖》为参投作品外，其余均为主

投并作为执行制片方进行制作的作品。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这些作品

中，有不少应该算是耳熟能详的名字，除了

《小李飞刀》等上述三部之外，还有如《飞

刀问情》、《桃花扇传奇》、《白狼》等。 此

外， 强视传媒主投的， 还有正在拍摄中的

《新龙门客栈》及已备案公示的《新金粉

世家》等。

值得一提的是， 持有强视传媒5.26%

股权的乐视网， 多年来一直是强视传媒销

售前五名的客户，按重组方案，其将在本次

重组中获得增发股份2,819,660股。 而持

有强视传媒2.63%股份的女演员叶璇，则

选择了现金对价。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之前，公司认真分

析了电视剧制作行业的发展趋势：受国家宏

观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不断增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等因素的

影响，近几年，我国电视剧制作行业获得迅

猛发展。 本次交易，公司看好电视剧制作行

业的发展机会，拟以资产重组为契机，切入

电视剧制作行业，做大做强影视产业，为股

东创造更大价值，回报全体股东。 ”

银泰集团建充电桩招揽高端客户

特斯拉借商业地产扩建充电网络

□本报记者 刘兴龙

6月11日，一则“银泰集团携手特斯拉

建充电网络” 的消息不胫而走，受此影响，

京投银泰 （600683） 股价午后封于涨停

板。 当日，特斯拉证实，该公司与银泰集团

签订了“目的地充电”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不过，特斯拉人士指出，与银泰集团的合作

目前仅限于其商业百货门店和地产项目。

银泰瞄准高端消费者

6月11日，特斯拉宣布启动“目的地充

电”（DESTINATION� CHARGING）项

目，落实特斯拉全国充电网络设施建设。作

为首批与特斯拉签订“目的地充电” 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的合作伙伴， 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将在全国项目中建设超过40个

特斯拉专用充电车位，遍及北京、杭州、成

都等30多个城市的商业百货门店和地产

项目中。

当日，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吴碧瑄与银

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 在北京银泰中心共

同完成了签约仪式； 首批特斯拉专用充电

车位，在北京银泰中心正式启用。

受此消息影响， 京投银泰当日股价在

经过早盘低位盘整之后，11点15分左右开

始急速拉升，并在午后封于涨停板。

据悉，银泰集团接下来将在北京、杭州

等全国多地银泰商业地产项目、 银泰百货

各门店中铺设超过40个特斯拉专用充电

车位。 杭州银泰百货西湖店、庆春店、城西

银泰城、 西湖文化广场及湖滨银泰将于近

期完成充电桩安装并投入使用。

这是特斯拉首次与地产商业集团合

作， 也是特斯拉首次在北京商业物业设置

充电桩。

特斯拉“搭车” 扩建网络

“如今‘特斯拉’ 已经成为国内最热

门的搜索词，但如何解决充电问题，仍是很

多消费者所关注的。” 吴碧瑄表示：“目前，

特斯拉在充电站方面的建设正有条不紊地

进行中，超级充电站建设和‘目的地充电’

建设都是铺设‘全国充电网络’的一部分，

相信中国未来会有更完善的充电网络。 ”

目前，特斯拉仅在北京和上海拥有3

座超级充电站， 并且这些充电站都没有

设在城市的中心或者交通快捷便利的繁

华地带。 虽然，购车人自建充电桩是特斯

拉产品交付的前提， 不过家庭充电设备

只能满足城市内代步需要， 如何实现跨

城市和繁华商业区进行充电服务仍存在

障碍。

充电桩的布局建设以及与国家电网的

合作问题， 是摆在特斯拉中国面前亟待突

破的重要瓶颈之一。 随着商业物业充电桩

的设置， 特斯拉中国的充电设施有望得到

快速扩充， 特斯拉电动汽车在国内的市场

推广有望提速。

市场人士认为， 银泰集团与特斯拉的

合作是各取所需， 银泰集团在帮助特斯拉

扩建充电网络的同时， 也有望吸引更多的

高端客户前去消费， 有助于提升营业额和

品牌价值。 不过，在此次合作中，银泰集团

仅在自己的全国项目中建设充电车位，而

不会参与特斯拉其他全国充电网络的建

设，这项合作带来的客流增长、营业额增加

等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王老吉药业合资限期临近 广药集团提议与同兴药业续约

□本报记者 黎宇文

6月11日， 广药白云山集团旗下王老

吉药业官网发出的一则通知引起了众多

投资者的关注，内容是广药集团提议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签订新的十

年合资经营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和《关于公司自然人股东先行预

分红》的议案。

据悉，王老吉药业目前的股东为广药

集团、 香港同兴药业以及部分自然人，其

中， 广药集团、 香港同兴药业持股均为

48.0465%，自然人持股为3.097%。 该股权

结构是2005年2月香港同兴药业以1.6888

亿元对王老吉药业增资扩股所形成的，当

时合同约定广药集团与同兴药业对王老吉

药业的合资期限为十年。

广药白云山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

1月25日王老吉药业合资期限将至， 为了维

持公司现有的稳定和广大员工的利益，根据

王老吉药业公司章程规定，广药拟牵头召集

临时股东大会，愿意与同兴药业就签订新的

十年合资经营合同事宜进行洽谈，并将此作

为议案在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同时还将在

股东大会上审议自然人先行分红的议案，以

保障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广药集团透露，根据公司章程约定，从

2011年1月份起， 王老吉药业由广药负责

经营。 但是，从2012年5月广药收回红罐和

红瓶王老吉的生产经营权之后，同兴药业

开始持续干扰王老吉药业正常的生产经

营。 其中，在2012年股东大会上，广药因正

常的人事变动， 需要进行董事会内中方董

事成员的变更， 但是同兴药业却违反公司

章程予以否决， 导致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从此无法正常运作， 合资公司生产经营

受到严重影响。更为蹊跷的是，同兴药业派

任到合资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王健仪，

还担任王老吉药业的竞争对手加多宝公司

的名誉董事长。

奥新科技全资控股奥尼思迪

奥新科技（430760）6月11日公告，公司拟按0.65元/股的

价格，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奥尼思迪合计30.19%的股权，收购

金额为人民币154.60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奥尼思迪将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此次收购之前，奥尼思迪的股权结构为：奥新科技持股比

例为69.81%，股东陈德良持股比例为16.05%，股东何俊持股比

例为10.03%，股东许原持股比例为4.11%。经协商一致，各方已

于6月9日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奥新科技分别以现金821,

921.12元、513,636.69元、210,473.26元收购陈德良、 何俊、许

原持有的奥尼思迪合计30.19%的股权。 (王锦)

公布股权分置改革预案

S*ST中纺拟变身园林公司

S*ST中纺6月12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预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

东置出纺织机械资产， 由大申集团无偿赠与园林资产厦门中毅达

100%股权。 若重组实施，公司的主营将发生变化，不过，置入的园

林资产也并未盈利。

公告显示，大申集团、上海钱峰和南京弘昌已与公司控股股东

太平洋公司和南腾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同意受让太平洋公司所持有的中纺机1.89亿股。 其中，大申集团将

受让公司10260万股股票，上海钱峰将受让2,828万股股票，南京

弘昌将受让5804.35万股。

根据预案，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评估价16035.61万元，

向太平洋公司及其指定的主体上海中纺机机械有限公司， 出售除

上海东浩环保装备有限公司84.6%股权外的所有资产、负债、人员

及业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的主要资产将为厦门中毅达100%

股权， 公司的主营业务将从纺织机械的生产销售变为园林工程施

工、绿化养护和苗木产销等相关业务。

厦门中毅达100%股权的评估值为83415.03万元，作为全体非

流通股股东用于支付股改对价的部分成本。 公司将用上述资产赠

与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转增20股。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完成后， 大申集团将按转增后的股本向公司全体A股流

通股东按每10股送3.5股的比例进行送股。

厦门中毅达1998年7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8727万元。不过，

厦门中毅达的经营状况也不佳，其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一季度

的净利润分别为249.9万元、-345.35万元和-210.25万元。 (王荣)

公布重组预案

海博股份将聚焦物流与地产

6月12日，光明食品集团旗下海博股份重组预案出炉，海博股

份将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持有农工商房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农房置业25%股权，并通过

农房集团及其子公司明旺地产间接持有农房置业75%股权。

预案显示， 海博股份以其除物流业务相关资产外的其他资产

及负债，与光明食品持有的农房集团72.55%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同时，光明食品、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化及四名自然人将

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

的预估值为26.8亿元，拟注入农房集团100%股权的预估值为79.5

亿元，拟注入农房置业25%股权的预估值为0.79亿元。 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将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28亿股，

以募集不超过26.76亿元的配套资金。

重组完成后， 海博股份未来发展将聚焦现代物流业务及房地

产业务， 将非充分市场竞争的出租车业务及业务规模较小的非核

心业务不锈钢器皿业务置出。 (万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