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波绿建收购建筑设计咨询公司

蓝波绿建（430678）6月26日公告，公司董事会通过收购

议案，被收购方为苏州彼慕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股东李喆、田枫分别将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90%、10%股份分

别以人民币1元、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 从事建筑设计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

饰工程的管理、设计与施工等。 蓝波绿建表示，收购后，标的公

司成为蓝波绿建全资子公司，原有核心团队将留在公司服务。

公司同日公告称， 近期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筑装饰分会

在官网上发出“关于2014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省

内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 ， 经过评审，蓝波绿建的“北京汇

丰商学院教学楼幕墙工程” 荣获“2014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

饰工程奖” ， 并拟向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推荐全国建筑工程装

饰奖。（张玉洁）

东华能源

牵头打造曹妃甸页岩气产业园

东华能源6月26日晚公告称， 公司与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

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曹妃甸东华能源页岩气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投资协议》。

按照协议约定，由东华能源牵头在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东

华能源页岩气新材料产业园” ， 园区总规划面积约为20000亩，

分期实施。东华能源负责东华产业园的总体规划，在工业区内投

资建设“东华能源页岩气新材料产业园” ，通过技术引进、合作

投资、下游招商等多种方式完成项目的规划和建设。项目规划建

设投资乙烯、丙烯、丁烯等基础石化原料，并向下游新材料产业

延伸，未来在曹妃甸形成页岩气新材料产业基地。

东华能源表示，根据市场需求和审批情况，尽快启动液化气

码头仓储项目 （包括配套建设2个5万吨级企业自备码头）、66

万吨/年丙烷脱氢（2套）及下游聚丙烯、环氧丙烷等项目、100

万吨/年乙烷裂解制乙烯（2套）及下游聚乙烯等项目。 2014年6

月份开始启动东华产业园的各项工作，力争在2020年前完成东

华产业园全部规划项目。（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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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华纺股份国有股权划至国资运营平台

□本报记者 康书伟

继将渤海活塞国有股权直接划转给

北汽集团后， 滨州市国资改革再下一城。

华纺股份6月26日晚公告， 公司第一大股

东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将

所持公司20.75%的国有股份全部无偿划

转至滨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划转

完成后，华纺股份第一大股东变更为滨州

市国资公司。

当地知情人士表示， 此举是滨州市推进

国资改革、 实现国资管理模式由管资产向管

资本转变的重要举措。 滨州国资公司即为滨

州市确立的国资运营平台， 下一步还将继续

整合滨州市属国有资产。

据透露， 此前确定的国资整合方案中还

包括当地另一家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渤海

活塞的国有股权，但后来生变，滨州国资委将

直接持有的渤海活塞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北

汽集团。

滨印集团和华纺股份相关负责人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股权划拨将

把华纺股份提高到更高的资本运作平台，有

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据介绍， 滨印集团作为华纺股份控股股

东，已陆续将所拥有的热电、土地等优质资产

注入华纺股份， 自身已经缺乏足够的资源支

撑上市公司发展； 而滨州国资公司则是滨州

市的国资运营平台，实力雄厚。华纺股份成为

滨州市唯一掌控的上市平台， 将可以更充分

享受国资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

华纺股份同时公告， 拟投资2.47亿元利

用原创技术，对高档精细真、仿蜡印花进行异

地技术改造，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公告称， 目前蜡印花布产品已成为公司

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主要市场非洲需求空间

较大。但受限现有印花设备产能，无法保障出

口订单需求， 影响了公司的产品出口及利润

增长。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在公司

自有土地建设， 目前已完成部分项目审批

程序，公司将加快建设周期，达产后，预计

年新增销售收入114938万元， 实现新增毛

利8818万元。

涉矿不成投手游 追逐热点似散户

宝利来“意乱情迷” 为哪般

□本报记者 马庆圆

从6月25日开始，宝利来因正在筹划重

大事项停牌，具体事项尚未披露。

事实上， 宝利来近一时期资本动作不

断， 只是其收购的资产往往滞后于市场热

点。 前不久，在手游行情看跌的背景下，公

司董事会做出9000万元高溢价投资手游公

司掌娱天下10%股权， 同时放弃继续增资

发展主业的决定。 复牌之后， 股价一路走

低，让利益相关人相当不满。 再往前追溯，

去年涉矿也未能成功。

有市场人士认为， 按照一般的市场逻

辑推测， 宝利来的各种资本动作应该是为

明年大股东解禁做准备。 2012年宝利来曾

做过一次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 锁定期为

三年。 不排除2015年解禁后，大股东大规模

减持套现或者卖壳的可能性。 只是，实际控

制人入主公司十多年， 上市公司仍没有寻

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主业， 如今将宝押在可

能并不靠谱的手游上， 是否能够激起市场

的兴趣，能否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市值需求，

尚应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9000万买手游“概念”

此次停牌之前，宝利来“豪掷” 9000万

元投资手游公司，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2014

年5月15日，宝利来公告，公司拟以人民币

9,000万元对掌娱天下进行增资，增资完成

后，宝利来持有掌娱天下10%的股权。 掌娱

天下股东承诺，标的公司2014、2015年可实

现净利润0.8亿元、1.2亿元。 公告显示，截至

2014年4月30日，掌娱天下的账面净资产为

10,526,909.42元，而此次宝利来增资对掌

娱天下100%股权的估值为8.1亿元，增值率

为7,694.57%。

77倍的净资产增值率、 高额的净利润

承诺， 让资本市场对刚刚成立不满一年的

掌娱天下充满好奇。 几经辗转，中国证券报

记者在一栋标有“哆可梦游戏” 和“ERIC-

SSON” Logo的大厦里找到了掌娱天下总

部。 公司位于四楼，简单的标识，简单的前

台，几十名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

从表面上，很难看出这是一家估值达8亿元

的非上市公司。

宝利来的公告称， 掌娱天下专注于移

动游戏及网页游戏产品研发、运营与发行，

目前在成都、重庆拥有多个研发团队，并正

在深圳建立研发团队。 然而，这家被宝利来

认为前景广阔的手游公司， 成立时间为

2013年9月份，距今尚不满一年，其2014年

1-4月的净利润仅为177.44万元，与股东承

诺的2014年净利润8000万元相去甚远。

“我们此次投资手游还谈不上业务转

型，只是一次多元化经营的尝试。掌娱天下

主要负责人和核心团队的从业经历， 坚定

了我们此次投资的信心。 ” 宝利来董秘邱

大庆介绍， 手游行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

段， 掌娱天下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公司

CEO王勇从业十多年， 在业界取得了不俗

的口碑。

“掌娱天下的项目储备和人才资源丰

富，我们认为其实现承诺业绩是可行的。”

针对此次掌娱天下净资产增值率较高的

质疑，邱大庆表示，此次收购的估值基于

掌娱天下给出的业绩承诺，低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

凸显市值诉求急迫

在国内手游行业开始洗牌的背景下，

宝利来的9000万元增资对掌娱天下来说可

谓“及时雨” 。 但也正因如此，77倍的超高

溢价显得愈加突兀。

据了解， 手游行业在2013年开始出现

快速增长， 吸引了国内传统游戏巨头的关

注， 一线端游和页游厂商开始布局手游领

域。 “没有足够的资金、核心技术与资源储

备的中小研发商将无法立足， 业内有看法

认为今年会有60%-70%的研发商将会退

出竞争。 ” 平安证券分析师肖乐乐在相关研

究报告中指出，传统端游、页游大鳄，在版

权与品牌授权、研发技术、资金人才储备、

引进代理、品牌沉淀用户、营销运营、商业

渠道等各环节，均具有强大优势。

进入2014年， 游戏研发企业的日子越

来越难过。“研发商在产业链中的分成比例

在不断缩减， 如今只有两到三成。 客观地

说，与宝利来的合作，将对掌娱天下的业务

拓展提供较强的资金支持。” 掌娱天下CSO

（首席战略官）楚立坦言，在经历了2013年

手游行业野蛮式增长之后，2014年行业开

始进入洗牌阶段。“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研发

实力的同时，向下游拓展，争取在发行领域

不断做大做强。 ”

在此背景下，宝利来9000万元的增资，

对于净资产刚过1000万元且处于业务扩张

期的掌娱天下，可谓意义非凡。 然而，颇具

天使投资意味的9000万元， 仅换来对掌娱

天下10%的持股。

“宝利来选择投资掌娱天下，一定程度

上是看重手游公司具备的二级市场概念。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绍， 宏观

政策的变化， 让主营高端酒店业的宝利来

备感经营压力。 更重要的是，大股东深圳市

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通过资产注入所

获得的宝利来39.56%股权， 将于2015年上

市流通。

从2013年三季度开始， 宝利来就紧锣

密鼓地寻找包括矿产、 新材料等在内的合

作标的。 2013年12月，公司发布《关于收购

广西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

意向性协议公告》，计划收购预计金金属储

量2.72吨的广西驰鑫。 然而，此单收购终未

能成功。 2014年春节前后，宝利来进一步加

快了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步伐， 其关注重点

也从传统行业转向了互联网。 知情人士透

露， 宝利来曾先后接触过十余家互联网企

业，其中有一半是手游企业。 最终，在长城

证券的牵线搭桥下，宝利来于2014年4月份

左右接触掌娱天下， 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内敲定了此次交易。

试错机会已不多

与手游概念股普遍受到市场热捧不

同， 宝利来股价仅在投资掌娱天下的消息

正式公布前一交易日出现暴涨， 之后便进

入下跌通道， 一路从11元跌到8.2元附近。

“二级市场走势和公司之前的预期大相径

庭，实际控制人为此很不开心。 ” 知情人士

表示， 为了复牌后二级市场股价下跌的事

情， 宝利来实际控制人文炳荣对公司管理

层发了脾气。

宝利来实业入主“000008” 之后，十多

年来公司都未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主业。 大

股东资产在2012年底刚刚成功注入， 如今

的宝利来却又面临严峻的经营挑战， 不得

不寻找新的利润点。 “我们也建议老板，应

该先踏踏实实做好一个业务， 以重塑上市

公司的资本市场形象。 ” 宝利来一位管理层

成员表示，股价最终是要靠业绩支持的，如

果现实与预期差距太大， 会严重打击投资

者信心。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3月宝利来推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拟注入大股东宝

利来实业的五星级酒店资产。 交易完成后，

宝利来实业对宝利来的持股比例由23.15%

上升到62.71%。 相较于获得增发股份6.91

元/股的价格， 大股东宝利来实业不但实现

了酒店资产证券化，还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

获得了最高近250%的浮盈。

然而，2012年12月刚刚成功注入的酒

店资产， 在2013年就出现业绩大幅下滑。

宝利来2013年实现净利润2,275.80万元，

仅实现盈利预测的51.20%。 为此，宝利来

发布了2013年度未能完成盈利预测的公

开道歉公告。

一位匿名的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行业变

化只是宝利来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宝利来

酒店业务真正的“冬天” 将出现在2014年

之后。“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位于深圳宝安机

场原航站楼附近，往来商旅是酒店重要客源

之一。 ” 该人士指出，随着深圳新航站楼的

启用和老航站楼的停用，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到乘机地点的距离大幅增加，“更重要的

是，新航站楼配套的五星级酒店计划今年营

业，这将严重分流宝利来的客源。 ”

据了解，增资掌娱天下消息公布后股

价的反应，让宝利来内部对于投资手游行

业也产生了一定的意见分歧。 “一定程度

上讲，投资手游多少有点‘搏’ 的意味。 ”

接近宝利来的人士表示， 公司账上有2亿

元左右的资金，除去一期支付给掌娱天下

的6000万元，公司还有近1.5亿元。“但是，

无论是再寻找新的投资项目，还是继续投

资互联网行业，留给公司‘试错’ 的机会

已经不多了。 ”

雅戈尔半年减持工大首创1100万股

泽熙系大股东地位渐稳固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工大首创6月27日发布关于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从去年12月到今年6月

26日， 雅戈尔和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工大首

创股份已经超过1100万股， 持股比例从

18.53%下降到13.42%，减持比例已达到公司

总股本的5%。 由于泽熙投资持股比例维持

15.69%未变，因此其作为大股东的地位正在

走向稳固。

一周减持490万股

工大首创公告称，2013年12月10日，雅

戈尔和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415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53%。到2014年6月26日，

雅戈尔和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3010万股， 持股比例已经从18.53%降至

13.42%，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 雅戈尔和一

致行动人将根据规定编制并披露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雅戈尔是在去年10月份晋升为工大首创

第一大股东的， 但近半年来却通过二级市场

减持的方式不断减持， 在让出控股权后仍继

续减持。

工大首创6月20日的公告显示， 截至

2014年6月19日， 雅戈尔和一致行动人累计

持有公司股份35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0％，降为第二大股东。 工大首创27日的

公告则显示，截至6月26日，雅戈尔和一致行

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01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42%。 对比前后数据不难发现，从6

月20日到26日一周时间，雅戈尔及一致行动

人火速减持了490万股。

泽熙地位渐稳

自今年2月泽添投资成功接收工大首创

股东所持股份而跃居公司第二大股东之后，

有关泽熙投资与雅戈尔之间就工大首创的控

制权争夺就不断演进。 伴随着雅戈尔近日不

断通过二级市场减持的方式让出控股权，被

市场称为泽熙系的泽添投资已经顺势上位成

为第一大股东。

早在6月19日， 随着雅戈尔及一致行

动人的持股比例下降到15.6%， 其股份数

量已低于泽添投资持有的 3520.4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69%）， 后者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而随着雅戈尔的持续减

持， 目前二者的持股比例已经从先前

0.09%的差距拉大到2.27%。 泽熙投资的

大股东地位逐渐稳固。

有分析人士指出， 工大首创或只是泽熙

系在上市公司攻城略地中的第一步。 泽熙或

在谋求转型向一级市场发展， 把一级市场和

二级市场彻底打通， 通过大举买入一家公司

股份，增加董事会话语权，直接参与公司的经

营决策。

*ST贤成大比例缩股方案实施

□本报记者 王小伟

*ST贤成6月26日晚发布关于 《重整计

划》中缩股方案实施的公告称，缩股实施日为

2014年6月25日， 除权日为2014年6月27日。

实施缩股方案后， 公司总股本由重整前的

160184万股缩减至19892万股， 公司股东持

股数根据缩股方案相应缩减。 实施缩股方案

后， 按新股本总额计算的2013年度每股收益

为0.1652元。 由于公司总股本缩减，公司股票

作除权处理，除权后参考价为16.75元/股。

根据缩股方案，以西宁国新、张邻所分别

持有公司股份为基数， 按照98%的比例实施

缩股，完成缩股后，西宁国新、张邻所持有公

司股份每100股缩减为2股；以陈高琪所持公

司股份为基数，按照90%的比例实施缩股，完

成缩股后， 陈高琪所持公司股份每100股缩

减为10股；除西宁国新、张邻、陈高琪以外的

其他股东， 以其持有公司股份为基数， 按照

84%的比例实施缩股，完成缩股后，其他股东

所持有公司股份每100股缩减为16股。

公司表示，本次缩股事项实施完毕后，公

司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要求开始下一步的

股份让渡工作，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中发科技控股股东持股遭冻结

中发科技6月26日晚公告， 公司25日收到控股股东铜陵市

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铜

陵市公安局冻结。

铜陵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三佳集团印章被伪造并涉嫌合同欺

诈一案， 因而冻结了三佳集团持有的中发科技27073333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09%，冻结期限从6月24日起。

中发科技表示，此次股份冻结后，公司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

为3161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5%。（戴小河）

*ST超日重整申请获法院受理

*ST超日6月27日公告，公司26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毅华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对*ST超日公司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分所担任*ST超日公司管理人。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自上海一中院裁定受理*ST超

日破产重整申请之日起，“11超日债” 将被视为到期，并同时

停止计息。 *ST超日提示，即使公司的破产重整计划得到通过

并执行完毕，“11超日债” 债券持有人也存在不能全额受偿的

可能。 （王小伟）

蓝帆股份遭香港中轩连续减持

蓝帆股份6月27日公告，公司股东中轩投资有限公司于6月

24日至6月25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1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

其中，6月24日香港中轩减持1044.21万股， 占总股本的

4.35%，减持均价为17.84元。 6月25日减持150.79万股，占总股本的

0.63%，减持均价为17.35元。 减持后，香港中轩持股总数为301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4%。 香港中轩称，减持是自身经营发展需

要，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蓝帆股份的可能性。

蓝帆股份于2010年4月上市， 当时香港中轩持股比例为

22.50%。 2013年5月起，香港中轩开始减持之旅。 在今年2月

10日至2月27日期间， 香港中轩还曾减持蓝帆股份4.56%的

股份。 （于萍）

*ST昌九控股股东

同意公司闲置资产抵偿债务

*ST昌九6月27日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昌九集团25日召开

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ST昌九将除昌九农科54%股权、货币资

金、土地使用权等三项资产之外的闲置资产，经公允评估后，等

额抵偿所欠昌九集团的债务的事项。 此次交易金额根据评估值

确认为13,970.90万元，最终成交金额以赣州市国资委备案确认

的金额为准。该事项还须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定于

6月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戴小河）

西部证券拟募资50亿扩充资本金

西部证券6月26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以不低于9.95元/股的

价格，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4亿股（含4亿股），预

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 补充营运

资金，扩大业务规模特别是创新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于萍）

本报记者 马庆圆 摄

浩物股份遭股权投资企业举牌

浩物股份6月26日晚间公告称，2014年6月25日， 新疆硅谷

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达到5.0036%。

公告称，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为浩物股份目前正处于业务经营与发展的重要节点， 希望以

自身在战略梳理、资本运营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协

助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并服务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同时，新疆

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未来12个月

内，不排除继续增持或减持浩物股份的可能。 （任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