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谊集团整体上市尚处基础研究阶段

□本报实习记者 徐金忠

在临时停牌两个交易日后， 上海华

谊集团旗下三家上市公司三爱富、 氯碱

化工、 双钱股份7月9日晚间发布核心内

容一致的 《关于媒体相关报道的澄清公

告》及《声明》。公告显示，华谊集团将制

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的方

案，目前正处于资产分类、清理等基础性

研究阶段。

分析人士指出， 华谊集团上述表

态，表明集团改革将晚于市场预期。 但

集团层面正式回应媒体报道并提出整

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表明集团改革

仍将继续推进。 作为上海老牌化工类国

企，华谊集团看点颇多，旗下工业用地

存量盘活、推进员工持股等都值得市场

关注。

“沪九条”后首先发声

7月7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深化国资改

革促进企业发展座谈会， 并印发上海市

《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 （试行）》（即

“沪九条” ）， 明确提出上海国资改革未

来的主要目标是经过3-5年的推进，基本

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除国家政策明

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之外，其余实现股

权多元化。

7月8日、9日，华谊集团旗下三爱富、

氯碱化工、氯碱B股、双钱股份、双钱B股

因须澄清媒体报道，临时停牌。 9日晚间，

华谊集团通过上市公司公告证实，将按照

经过3-5年的推进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

司制改革的上海国资改革总目标，制订集

团整体或核心资产上市的方案。 目前，正

处于资产分类、清理、核心资产培育和行

业优化整合的基础性研究阶段，未来三个

月内无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早在今年3月，华谊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训峰就曾表示，本轮上海国资国企

改革， 华谊集团有望列入第一批试点单

位。 集团的工作重点，是推进主业发展、推

进海外发展、推进产业链高端升级、推进

集团整体上市、推进中长期激励政策等。

此后，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华谊集团内

部了解到，集团正在根据上市要求梳理未

上市资产，目前华谊集团未上市净资产在

100亿元左右，旗下三家上市公司（三爱

富、氯碱化工、双钱股份）仅占集团总资产

的25%左右。

此次华谊集团发布的信息相对谨慎，

且并未透露市场关心的整体上市路径选

择、未上市资产整理进展等关键信息。 上

述分析人士认为， 华谊集团资产体量巨

大，预计改革将相对缓慢，集团层面或也

仅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

仍不缺乏看点

虽然华谊集团国企改革步伐将晚于

市场预期，但华谊集团仍不缺乏看点。

华谊集团是上海大量存量工业用地

的拥有者。 此前有媒体不完全统计称，华

谊集团控股企业上海天原（集团）有限

公司占地面积164.56亩， 上海轮胎橡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地123亩，上海

焦化有限公司占地108公顷，上海吴泾化

工有限公司占地80多公顷。 据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 华谊集团旗下吴泾化工项

目部分产能已经停转， 项目地块将转变

用途，成为公司管理、营销、研发等的中

心，生产项目将向其他化工区转移，其中

部分用地不排除土地收储或企业原地开

发的可能。

此外，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及

员工持股等动作也值得关注。 “沪九条”

明确提出，“鼓励整体上市企业集团的经

营者、技术管理骨干实施股权激励；符合

条件的竞争类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完成

公司股份制改革后，可实施股权激励” 。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华谊集团二三

级公司骨干持股等已经在开展， 但三爱

富、氯碱化工、双钱股份三个上市公司层

面近期或将不会推行员工持股。

自主品牌汽车占有率继续下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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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 上半年乘用车共销售

963.38

万

辆，同比增长

11.18%

，增幅较上年同期

略有减缓。

自主品牌明显呈现颓势， 市场占

有率继续下滑。 上半年， 中国品牌轿

车 共 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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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辆 ， 同 比 下 降

15.30%

， 占轿车销售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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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5.41

个百分点；

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轿车分

别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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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

102.16

万辆、

99.89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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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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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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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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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人士指出， 随着近年来国外汽

车厂商对中国市场的更加重视， 导入国

内生产或进口销售的车型种类更加丰

富，销售渠道逐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产

品、价位下探，自主品牌原有的优势正逐

渐消失。

商用车方面， 客车产销增速明显放

缓，货车结束增长出现下降。 上半年，客

车产销量分别为

27.40

万辆和

27.90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49%

和

4.31%

。 货车产销

量分别为

180.09

万辆和

177.07

万辆，同比

分别下降

1.04%

和

4.27%

。（刘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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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力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标准确定

龙力生物7月9日晚公告，公司收到德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国家

生物燃料乙醇财政补贴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为下达

龙力生物生物燃料乙醇财政补贴资金预算指标3806万元。

公司表示， 此次获得的资金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第一季

度纤维燃料乙醇补贴，补贴标准为800元/吨，补贴到位后将计入当

期损益。

龙力生物为国内唯一一家定点二代燃料乙醇生产企业， 公司拥有

燃料乙醇核定生产能力5.15万吨/年。 就目前的燃料乙醇产业而言，财

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影响其盈利能力的两个关键因素。 公司燃料

乙醇项目2012年投产以来，补贴标准迟迟未能落实。 此次公告意味着

公司的纤维素燃料乙醇补贴标准确定为800元/吨， 远高于1代和1.5代

燃料乙醇300元/吨、500元/吨的补贴标准，特别是在1代粮食乙醇补贴

标准从500元/吨下调到300元/吨的情况下，纤维素乙醇得到政策层面

更大的支持。至于市场期待的增值税先征后返的另一政策优惠，至今仍

未见进展。

目前，龙力生物根据地方政府下达的指标进行纤维素乙醇生产，供

应量正在逐步爬坡，公司2013年供应量为3.2万吨左右，今年一季度供

应量为1万吨左右，二季度以来受客户仓库因素影响供应量有所下滑，

每月供应量在2800吨左右， 预计这一影响解除后供应量会有一定提

高。（康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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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借壳上市

新洋丰上半年业绩预增9倍多

新洋丰7月9日盘后发布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682万元-28，88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939.64%-976.16%。 这是公司借壳中国服装完成上市后首次披露半年

度业绩预报。

公司表示，公司业绩同比增长主要系市场需求上升，公司新型肥料

推广较好，各项业务平稳增长，成本费用有效控制等因素所致。 高达9

倍的业绩增幅还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更， 同期比较数为原纺织印

染和纺织品贸易业务2013年半年度披露的数据。

中国服装5月9日晚公告称，自2014年5月12日起，公司证券简称变

更为“新洋丰” ，公司证券代码“000902” 不变，标志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最终完成。 新洋丰主要从事磷肥、复混(合)肥、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等

业务，现有年产磷复合肥540万吨能力、300万吨低品位矿洗选能力，配

套生产15万吨/年合成氨、280万吨/年硫酸， 产品涵盖六大系列200多

个品种。 （向勇）

赚钱效应或掀起追随潮

天鸽互动拟发力移动端视频医疗

□本报记者 王荣

“现在已开始和基石投资者康健国

际合作发展移动端的视频医疗业务。 ”

天鸽互动董事会主席兼CEO傅政军表

示，由于欢聚时刻、腾讯、阿里等巨头纷

纷介入在线教育，上市后，公司新业务拓

展的重点将以健康为切入点， 发力移动

医疗。

7月9日， 天鸽互动在港交所挂牌上

市， 收盘价 5.72港元， 较发行价涨

8.33%。 按开盘价计算，天鸽互动市值近

70亿港元。

社交视频平台“暴利”

天鸽互动上市受追捧凸显出社交视

频平台的“暴利” 。据招股说明书，天鸽互

动2013年毛利为4.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

长19%，毛利率达87.6%，净利润为2.06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

天鸽互动是实时社交视频平台，现

经营着9158、新浪秀等8个“多对多” 实

时社交视频社区和一个“一对多” 社区。

截至2013年12月31日，集团平台的9个实

时社交视频社区涵盖了2万6千个实时在

线视频房间。 视频房间提供多元化的房

间种类，包括音乐、脱口秀、社交、金融和

教育等， 用户可以加入并参与卡拉OK、

生日派对、 才艺比赛和周年庆贺等实时

活动。

为何天鸽互动能避开腾讯QQ和微

信，将市值做到70亿港元，而且毛利润

率水平远高于腾讯？ 据介绍，天鸽互动

的收入主要是用户付费所得，分销商负

责运营在线视频房间并向用户收费，经

营收入按30%－40%的比例分成给天

鸽互动。

9158和新浪秀的目标用户并不是城

市白领，而是二至四线城市收入固定的个

体户小老板， 另有少数的城市打工者，这

些人都带有极强的网络消费意愿。二至四

线城市的付费用户成就了天鸽互动。招股

书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天鸽平

台付费用户数分别为19.4万、20.9万和27

万；2013年，活跃用户数为1082万，付费

转化率为2.5%。 按照天鸽互动去年平台

上52843万元的收入来推算 ，2013年 ，

9158和新浪秀付费用户年人均消费金额

分别达到2129元和2111元。

虽然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熟知9158、

YY、六间房、我秀、呱呱视频等名字，但是

并不影响这些公司赚钱。 据悉，视频网站

六间房2012年转型天鸽互动的 “秀场”

模式，第二个月就斩获了2000万-3000万

元人民币的营收，当年年底营收更飙升到

每月5000万-6000万元人民币。爆米花网

在2012年4月宣布全面转型天鸽互动的

在线模式，也是大获成功。

将走多元化经营之路

分析人士指出，国内互联网产业，一

旦某个细分领域有了赚钱效应， 马上就

会有竞争者蜂拥而至， 天鸽互动在港交

所的成功上市， 可能会引来很多的跟风

者。 目前，腾讯、光线传媒已投资了呱呱

视频，百度、优酷也相继推出了在线秀场

业务。

面对激烈的竞争， 早期上市的视频

社交平台开始尝试多元化转型。 欢聚时

代发力在线教育， 推出了独立的教育品

牌：“100教育” 以及永远免费的托福、雅

思强化班课程。

天鸽互动CEO傅政军表示，欢聚时代

的在线教育比较强大，腾讯、阿里也在进

入这个领域，9158虽然也有教育业务，但

不是很强。 9158认为更有潜力的是将视频

应用于医疗，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和基石投

资者康健国际合作发展移动端的视频医

疗业务。

与此同时，天鸽互动还在寻找行业内

的并购机会，此次募集的资金中有20%将

用于并购。 这意味着未来视频社交领域也

将迎来整合。 傅政军介绍，2010年公司和

新浪秀有过一次并购， 并就此进行商业

化，经过两年发展，新浪秀扭亏为盈，成为

公司的重要业务。 “我们目前与竞争对手

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合适，也会有潜在的

并购。 ”

湘鄂情子公司聘用快播员工

不存在收购快播公司计划

湘鄂情7月9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拟与自然人李莉共同出资成立深

圳市爱猫新媒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注

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650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65%。

公司称，网络新媒体和大数据领域是公司战略转型的基本方向，公

司本次合资成立深圳市爱猫新媒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实施上述战略

转型的重要步骤。 深圳爱猫公司成立之后业务定位主要为经营互联网

网络流量类产品。

公告特别提到， 深圳爱猫将根据自身业务拓展需要陆续引进相关

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目前深圳爱猫已完成部分人员的招聘工作，其中部

分员工为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离职人员。 公司自身并未通过收购

快播公司股权或资产等方式为深圳爱猫筹备人力资源， 深圳爱猫亦不

存在购买和使用快播公司知识产权和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情形。此外，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目前及可预计的将来也不存在收购快播公司

的计划。 （任明杰）

北大医药拟建肿瘤专科医疗网络

北大医药7月9日晚间公告，北大医药、北大医学部、北大肿瘤医

院、北大医疗产业基金和心安医疗9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合资

设立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建立以“北大肿瘤” 为品牌的中

国最大的肿瘤专科医疗网络。

公告称，合资公司将以京津冀为核心，以北大肿瘤医院目前有效

覆盖的区域市场为主要范围， 以北大肿瘤医院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

医院为外延，在全国范围内管理肿瘤专科医院，连锁化开展肿瘤医疗

业务，建立以“北大肿瘤” 为品牌的中国最大的肿瘤专科医疗网络。

各方将以合资公司为平台， 依托北大医疗现有产业布局， 在肿瘤预

防、肿瘤筛查、医药研发、医疗保险、设备租赁、药品配送、消毒洗涤等

方面开展合作。 （欧阳春香）

运通四方1000万设子公司

运通四方（830788）7月9日公告称，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

中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整。

公告称，此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开拓连锁经营

模式，增加营业收入，增强综合竞争力，从而规避企业经营风险。 本

次投资将受到运营模式、市场竞争、销售渠道、客户需求等因素的影

响，公司需要积累相关经验。本次投资将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加销

售收入和利润。因投资额度不大，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影响。从长

期来看，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任明杰）

免征购置税政策落地

新能源汽车仍需政策“施肥”

□本报记者 刘兴龙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

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底，对获得许可

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的纯电动以

及符合条件的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

力、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公布车型

目录。

市场人士指出，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

汽车产销数据同比增长逾两倍， 不过相

距2015年累计产销50万辆的目标依然遥

远。 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仍需获

得政策在扩建充电设施、 打破地方保护

等方面的进一步支持。

有助新能源车推广提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董扬指出，“税收的减免无疑将有利

于新能源汽车消费。另外，车辆购置税归

中央固定收入， 地方政府收入不会因此

受损， 也就不会降低地方政府支持新能

源汽车的积极性。 ”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

长林枫介绍称， 为扶持电动汽车为代表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促进汽车行业节能

减排，现行消费税政策规定，电动汽车不

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此外，目前新能源

车辆购置税率约为8.5%,如果免征该税

收，将有效降低购车成本，有助于新能源

车推广提速。

一位汽车行业专家指出，相比于此

前的补贴政策，此次免征车辆购置税对

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动力将会更大。

一方面，从政策效果来看，我国曾经在

2009年出台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调整

振兴规划，针对小排量汽车减免车辆购

置税，催生当时汽车产销量实现了爆发

式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地方保护

的因素，地方补贴迟迟无法落实，导致

新能源汽车异地推广面临困境，而此次

购置税免征打破了地方界限，所有的新

能源汽车都将受益于利好政策带来的

价格优势。

当然， 单凭降低价格并不能完全解

决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车

市竞争激烈， 只有增强新能源汽车对传

统能源汽车的可替代性， 提高新能源汽

车的性价比， 才能在市场上对传统高耗

能汽车起到挤出效应。

董扬强调，目前制约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续航里程

不足、充电设施缺乏、地方补贴目录亟

待打破等，未来国家可能还会出台一系

列政策进一步增加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力度。

产销翻番仍需加力

据中汽协统计，今年上半年新能源

汽车生产20692辆，销售20477辆，比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2.3倍和2.2倍，产销量

已超过2013年全年数量。 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85辆和 11777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507辆和8700辆。 在新能源汽车的组

成中，轿车占绝大多数，占比为77%，客

车其次，占比为22%。

董扬指出，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高速

增长有两个原因。一是产品更好用。前几

年，汽车企业虽然注重节能环保的宣传，

但是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 车内空间等

指标并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而经过

几年的发展， 目前已经有多款具备竞争

力的新能源汽车车型推向市场。 二是全

社会对电动汽车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同

时政策的支持不断加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相比于乘用车

和商用车，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呈现翻番

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基数较低，从绝

对值来看，距离我国的推广目标依然有

着巨大的差距。 2012年公布的《节能与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2-2020)》 明确提出新能源汽车的

目标为：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

万辆。

从前两年的实践来看， 地方推广主

要依靠模式的创新。 安徽省合肥市新能

源乘用车实行定向购买的方式， 向生产

企业、经销商、合作院校等渠道推销；芜

湖市则正逐步将公车改革与新能源汽车

推广结合起来。 但是，要完成产销目标，

仅依靠模式创新显然是不够的，北京、上

海、 深圳等地的新能源汽车推广主要还

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市场人士指出， 政府正在逐步从政

策扶持、打破地方保护等方面，为新能源

汽车推广营造积极的市场环境。 与此同

时，江淮汽车、比亚迪、上汽集团、北汽集

团等车企不断推出改进车型， 也进一步

增加了新能源汽车的实用性。 下一步，新

能源汽车产业亟须在配套设施方面加大

投入，增加充电设备的补贴和扩建速度，

统一充电设备的标准等。

2013年以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单月产量情况

酒钢宏兴再遭民生加银举牌

大商集团再度举牌中兴商业

酒钢宏兴7月10日公告， 公司收到股东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民生加银基金在2014年7月9日通过大宗

交易系统合计买入公司股份313,167,883股，占总股本的5%。

加上7月1日增持的7.17%酒钢宏兴股权， 民生加银基金已累计持

有酒钢宏兴股份762,297,661股，占总股本的12.17%。 民生加银称，买

入酒钢宏兴股份目的是获取股票增值收益， 为资管计划委托人带来回

报。 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续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票。

上交所大宗交易数据显示，酒钢宏兴9日发生3笔大宗交易，接盘

方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合计成交约3.13亿股，金额约7.05亿元，成交均

价2.25元/股，略高于收盘价。

中兴商业10日也公告称， 公司近日接到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大

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6月16日至7月7

日期间，大商集团、大商管理增持公司股份数达1395.03万股，占总

股本的5%。 截至7月7日，两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10%。

此前，中兴商业曾遭多方举牌。 6月12日，中兴商业曾公告，大商集

团增持公司5%股份。 另外，“盾安系” 旗下如山创投此前曾耗资3.4亿

元买入公司逾10%股权。 （郭力方 欧阳春香）

（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