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国创原大股东益峰源失联

□本报记者 刘兴龙

6月30日晚，*ST国创公告称，公司原第

一大股东深圳市益峰源实业有限公司未能

履行减持全部股票承诺，并且目前已无法与

益峰源实业取得联系。

据了解，在上海优道非法集资案曝光之

后，中技系陷入困境，除*ST国创多位人员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羁押外，另一家

沦为资金通道的ST成城也将于7月1日起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称受影响有限

近日，*ST国创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 重点关注了上海优道投资有限

公司非法集资事项对公司的进一步影响事

宜。 *ST国创介绍称，公司在上海优道融资

案中不是融资主体，也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

会为上海优道的融资提供担保。上海优道非

法集资案中有关人员被羁押不会对上市公

司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此前，*ST国创原董事长周剑云在没

有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情况下，

代表公司与上海优道投资签订了有关融

资服务协议，并开立了银行账户为上海优

道融资提供监管账户， 上海优道净流入

7.7亿元至监管账户。 受上述事件的影响，

公司原董事长周剑云、财务总监陈剑受到

交易所公开谴责，周剑云被公开认定不适

当人选。 同时，*ST国创2013年年报被审

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被处以退市风险警示，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此外， 久拖不决的贵州阳洋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与重庆茂润投资有限公司的煤矿

受让权转让交易， 存在终止履行协议的可

能性。

ST成城即将戴星

上海优道非法集资案不仅仅波及了

*ST国创，另一家中技系成员ST成城在公告

中曾透露，2012年8月1日至11月16日期间，

该公司收到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转入共计25822万元资金，其中2095

万元转至中技实业，23727万元转至深圳市

博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正是由于巨大的财务黑洞无法弥补，

在拖延接近两个月之后，ST成城才在大限

到来之前的6月27日披露了2013年年报。因

为高达8.85亿元的其他应收款和3.26亿元

的应付款来源不明， 审计机构对其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年报，ST成城将于7月1日

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亦改为

“*ST成城” 。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该公司其

他应收款、 应付款账面值分别高达8.85亿

元、3.26亿元。而在2012年底，上述数字分别

只有1.01亿元、5166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称，

在上述应收款和应付款中，涉及大量关联方

往来及债权债务转移， 但ST成城未能提供

真实完整的财务资料，导致无法实施有效的

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以确认

应收款的真实性和可回收性。

陆续中标北斗订单 海格通信军民融合双轮驱动

□本报记者 黎宇文

继2013年收购摩诘创新、 深圳嵘兴、怡

创科技等公司进军模拟仿真、 频谱管理、信

息服务领域后，今年以来，海格通信在资本

市场也是动作频频， 先后宣布收购四川承

联、深圳科立讯强化公司数字集群业务。 近

日，公司又收到了北斗二号终端的大订单。

公司高管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海格通信将会抓住北斗导航、数字

专网集群的发展机遇，继续在资本市场上寻

找好的并购项目，实施公司军民融合的大战

略。 同时，为了保证收并购的效益和股东的

利益，公司收购标的都要求是在该细分领域

优秀的公司。

6月17日，公司公告收到与特殊机构客

户签订的北斗二号终端产品的订货合同，合

同总金额约9300万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个

年度营收的5.52%。截至2012年6月16日，公

司2014年签署的北斗导航合同已达2亿元，

而2013年公司全年北斗收入规模约为1.7亿

元。

华创证券TMT行业首席分析师马军表

示，“公司上半年北斗订单合同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军方需求旺盛和公司综合实力

所致。作为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在北斗导航

领域拥有 ‘芯片→模块→天线→整机→系

统→运营服务’ 全产业链的企业，北斗二号

终端产品订单的再次落地，体现了公司在国

防用户北斗业务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和领先

地位。 预计2014年公司北斗终端订单有望

再创新高。 ”

除了在军用领域深耕细作，在行业应用

方面，海格也提前布局。 由海格通信中标实

施的广州公务车监控项目，是国内公务车首

度使用国产导航系统的项目，也是北斗二号

提出“军技民用” 以来，首度落地的规模订

单。公司目前已在部分省市入围了公务车的

导航监控项目。

此外，为了把握数字集群机构市场“模

转数” 和公用事业领域专网通信国产化的

重大发展机遇，海格通信拟通过股权收购方

式，与四川承联、深圳科立讯进行业务重组，

实现特殊机构市场、行业市场与商业市场的

全面覆盖， 促进核心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透露，目前已经实现了在特殊机构市场

数字集群领域的突破，预计今年将有小批量

订货。

或为规避利益安排披露

华谊兄弟卖子公司49%股权给“空壳PE”

□本报记者 姚轩杰

6月30日晚， 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称，拟

作价5.39亿元出让其持有的华谊兄弟 （天

津） 实景娱乐有限公司49%的股权给北京

华信实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目标公司51%的

股权，投资方持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对华信实景注册时

间、注册资本和股东成员没有任何披露。 中

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

查询发现， 华信实景成立于2014年5月16

日，目前没有业务。

为何华谊兄弟把一家子公司49%的股

权卖给一家才成立一个多月的PE呢？ 一位

文化投资界资深人士猜测，这可能是华谊兄

弟为发展文化旅游地产业务，需要整合更多

业外大佬和资源，因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来

规避业绩对赌、利益安排、合伙人信息等披

露义务。

转让实景娱乐49%股权

公告显示，华谊兄弟（天津）实景娱乐

有限公司是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3.76亿元，主

要经营范围为“利用影视拍摄实景场地组织

文化娱乐活动”等。华谊兄弟旗下电影公社、

电影主题公园、文化城等业态在全国各地的

布局与落地，均由该公司实际运作。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实景娱乐公司总资产4.2亿元， 所有者权益

合计2.02亿元。 201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4150.94万元，但净利润达到5628万元。 今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660.38万元，净利

润272.23万元。

本次交易， 目标公司估值为2013年税后净

利润之19.54倍，即11亿元，投资方取得公司

持有的目标公司49%的股权对应股权转让

价款为5.39亿元。

借道新设PE或有隐情

令人奇怪的是，公告中对北京华信实景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介绍不足

百字，而且注册时间、注册资本和股东信息

一概没有披露。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北京市企业信用

信息网查询发现，华信实景成立于2014年5

月16日，目前没有业务，且只列出了马超和

张国九两个自然人股东。

为何华谊兄弟把一家子公司49%的股权

卖给一家才成立一个多月、 毫无知名度的PE

呢？ 一位不具名的专注文化产业投资的PE董

事总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有限合伙企

业不需要披露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的利益分

配，而且还有税收优惠。 但实景娱乐公司作为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与其他合作方共同运营

项目需要披露相关信息。“华谊兄弟做文化旅

游地产，需要整合业外资源。 业外大佬进入有

限合伙企业里，可以规避信息披露要求，比如

合伙人的信息、利益安排、业绩对赌等。 ”

联创光电澄清称

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合规

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2010年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存在“市场广泛争议” 。 针对上述传闻，6月30

日晚，联创光电发布公告称，电子集团股权转让程序合规，定价

依据及评估价格公平、合理。

2010年10月14日， 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举行的电子竞价会

上，经过53轮的激烈报价，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98,267.31万

元竞得剥离后江西省国资委持有的电子集团全部股权， 高出评估

值2.01亿元。 市场争议的焦点在于，当时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接

手的联创光电7569.21万股股票市值即超出10亿元，高于交易价。

联创光电在公告中解释称，对于联创光电股权的评估，根据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采用以基准

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并考虑适当

的流动性折扣等原因，按市场法来确定其评估值。按市场法进行

评估，评估基准日（2009年9月30日）的每股评估值为6.21元

（当天收盘价为6.58元/股）。

联创光电高管表示， 赣商联合成为电子集团的控股股东

后，联创光电近年来资产规模、收入和利润水平得到了较快发

展。 （刘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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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投拟淘金股权市场

首只瞄准齐鲁股权市场的股权投资基金即将成立。鲁信创投

7月1日公告， 公司拟参与设立淄博齐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金总规模1亿元人民币。其中，鲁信创投作为有限

合伙人以现金出资3500万元，持有基金35%的出资份额；淄博齐

鲁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2000万元，持有

基金20%的出资份额；淄博鲁信齐鲁财务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

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出资100万元，持有基金1%的出资份

额；向其他出资人募集4400万元，持有基金44%的出资份额。

齐鲁股权基金是首只围绕齐鲁股权市场的股权投资基金，

公司通过参与设立该基金，将以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为平台，进一

步挖掘山东省内的优质项目，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康书伟）

太钢不锈剥离部分亏损钢铁资产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太钢不锈6月30日晚间发布出售资产

等一系列公告，通过集团内部“腾挪” ，太

钢不锈业绩有望提升， 子公司融资结构有

望改善。

出售亏损子公司股份

太钢不锈公告称，公司决定将其持有的

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51%的股权全部

以现金方式出售给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

公司。 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上述新临

钢51%的股权账面值为3.79亿元，评估值为

3.88亿元。

公司表示，因山西省关停和淘汰落后钢

铁生产能力的需要，新临钢钢铁产能将逐步

退出。 太钢不锈出售新临钢51%股权后，可

持续提高钢铁主业资产质量，有利于本公司

更加健康长远的发展。

资料显示， 太钢不锈和临钢钢铁目前

分别持有新临钢51%和49%的股权。 太钢

集团则拥有太钢不锈和临钢钢铁的实际控

制权。

财务数据显示，2013年，新临钢实现营

收49.7亿元，净利亏损1.8亿元。 截至2014年

4月30日，实现营收16.1亿元，亏损1.3亿元，

营收下降和亏损呈扩大之势。 而太钢不锈

2013年净利润为 5.06亿元， 同比下降

49.5%；2014年一季度净利为1.59亿元。 可

以看出，新临钢目前对于太钢不锈营收贡献

有限，新临钢的持续巨额亏损却对太钢不锈

的净利润影响较大。

预计随着新临钢51%股权过户完成，太

钢不锈今年的业绩将得到增厚。

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

太钢不锈6月30日晚间还公告称，控股

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与太

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设备售后

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已获董事会和独

立董事批准。钢管公司以其自有生产设备作

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太钢租赁申请金额

为6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3年的售后回租融

资租赁业务。

公司表示， 钢管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

的资产主要为挤压机、冷轧管机及感应炉等自

有生产设备。上述融资租赁业务不涉及债权债

务转移，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太

钢不锈为钢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租赁利率为央行公布的三年期贷

款基准利率（不含增值税），租赁期内随央

行基准利率变动动态调整。

公司认为，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钢

管公司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主要是为了优化

钢管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

金压力。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钢管公

司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生产设备的正常

使用， 对其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因此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一位融资租赁行业人士表示，目前钢铁

行业仍然处于行业低谷，短期内难现复苏迹

象，因此许多金融机构对钢铁企业授信非常

谨慎， 钢铁企业面临着更加困难的融资环

境。通过集团内部租赁公司“输血” ，钢管公

司能够获得基准利率的中长期固定资产贷

款， 这将大大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减

轻盈利压力。

白云机场

正研究制定员工持股计划

白云机场6月30日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新任董事长刘

建强表示，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白云机场将积极顺应政策方向开

展国企改革，其中员工持股将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之一，目前正在

研究相关激励机制，加强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内在动力。

同时，公司争取对现有资源进行充分挖掘，改善现有股东结构。

“逐年跳涨的旅客吞吐量，已大大超出当前的机场容量。 ”

新任总经理马心航介绍，公司正在加快二号航站楼的进度，争取

提前投入运营。 他说，白云机场今年4月通过了国家综合保税区

的验收，目前已获得200多家商户入驻。

马心航表示， 白云机场现在航站楼的商业租赁合同将陆续

在今明两年到期，到期后将进行系统规划。 他说，“随着客流量

的增加，机场的商业价值、广告价值会有一定增长，公司对未来

商业广告业务发展很有信心。 ”（常仙鹤）

长安汽车

拟转让长安铃木1%股权给铃木

长安汽车6月30日晚公告， 公司拟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

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长安铃木1%的股权给铃木株式会

社。 本次转让长安铃木1%股权，挂牌底价为2845.9829万元。

公司表示，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长安铃木50%股权。

该股权转让完成后， 长安汽车和铃木株式会社及其中国公

司各持有长安铃木50%的股权。 而这也被许多业内人士看作是

国内合资汽车企业或将实现“合资公司股比放开” 前的第一场

预演。（张玉洁）

三新股7月2日挂牌交易

莎普爱思公告称， 公司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批准，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股票代码“603168” 。 本次发行

1635万股，均为新股发行。 社会公众股将于2014年7月2日起上

市交易。

富邦股份公告， 公司A股股票将于7月2日在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证券简称为“富邦股份” ，证券代码为“300387” 。本次发

行股票1525万股，其中，新股股份1299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老股东公开发售的226万股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后上市交易。

一心堂公告， 公司A股股票将于7月2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

市。 证券简称为“一心堂” ，证券代码为“002727” 。 本次发行

6510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张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