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枫酒业原总经理遭立案侦查

管理团队已完成内部分工调整

□本报记者 万晶

金枫酒业9月3日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1日接到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原董事、总经

理董鲁平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

金枫酒业表示，公司高度重视检察院的调查，在获悉此

次事件后，一方面确保信息的对称，在第一时间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团队迅速完成内部分工调整，

各项工作落实责任。

公司董秘张黎云称， 金枫酒业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业务

运行体系，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规划并不会受个别

事项的影响。 其还指出，此事系个人行为，但公司亦将会从

中吸取教训，加强监管，为使股东、消费者得到更大回报做

出自己的努力。

上海糖酒集团总裁办公室主任蔡军表示， 金枫酒业是

糖酒集团唯一的上市公司，是集团核心主业的承担者。集团

作为大股东，要求金枫酒业进一步增加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集团也将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的健康有序发展。

光明食品集团同日亦表示，此事项系个人行为，与其他

事件无任何关系，金枫酒业既定的经营目标不会受此影响。

8月28日，金枫酒业曾公告，董鲁平因个人原因已辞去

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帆女士代行

总经理职权。

莱美药业拟定增募资16.5亿元

实际控制人参与认购

□本报记者 王锦

莱美药业9月3日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拟

以每股28.18元的价格， 向西藏莱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六禾世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南京瑞森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伟光共计4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

份， 发行股票的数量不低于4080.91万股， 且不超过

5855.22万股。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邱宇拥有

100%股权的西藏莱美， 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

购。 此外，另一认购对象六禾世元与现持有公司0.70%股份

的六禾元魁具有关联关系。

此次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11.5亿元， 且不超过16.5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莱美

药业称，随着公司茶园制剂项目、益阳生产基地项目、金星

药业生产基地项目的陆续建成， 以及对已并购业务的持续

深入整合，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苏宁云商筹划员工持股计划

□本报记者 郭力方

苏宁云商9月3日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项， 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有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3日开市起停牌，待

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在此期间公司债券继续交易，不

做停牌处理。

苏宁云商相关人士此前曾表态称， 苏宁云商秉着企业

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理念， 未来有意通过合适的方式实现

对员工长期的、持续的激励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期权、员工

持股计划等，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的长远

发展。

宗申动力试制无人机工程样机 股价异动引深交所关注

□本报记者 王锦

宗申动力9月2日晚公告称，公司9月2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重

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因宗申动力股票交易存在异常，深交所要求

公司进行自查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以及

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9月1日，宗申动力股票价格上涨8.63%。

9月2日午间，公司公告涉及无人机项目。下午

开盘后，公司股价瞬间涨停。

据宗申动力午间公告， 公司于2014年8

月26日与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签订了《TD0航

空发动机项目工程样机试制协议》和《保密

协议》： 公司将基于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的无

人机研发技术， 拟在2015年1月15日前完成

首轮无人机工程样机的试制，在2015年5月1

日前完成样机装机、试飞及验收等工作。项目

工程样机试制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拥有该项

目后续合作的独占权益。

宗申动力表示， 本次与天津内燃机研究

所联合开展无人机动力工程样机试制， 主要

是基于公司向通用航空产业战略转型升级的

需要。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作为国内小型内燃

机、 摩托车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支撑单

位， 在无人机动力研发领域拥有较为成熟和

先进技术储备， 有利于加快公司在通航领域

的产业化步伐。

由于公司没有在签约当日公告， 加上股

价提前异动，深交所要求宗申动力：自查是否

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 提交参与签订

上述协议的内幕知情人名单； 核查公司及控

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否存

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并于9月4日前书面

回复。

■ 责编：熊勇宏 电话：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4年9月3日 星期三

公司新闻

ompanies

A10

C

亿思达言之凿凿 3D联盟强烈质疑

“全息手机” 真假“全息” 调查

□本报记者 谢卫国 实习记者 徐学成

一个多月以来，亿思达发布的“全息手

机” 引发市场炒作热潮，带动相关概念公司

股价走出一波引人注目的上涨行情。与此同

时， 以3D产业联盟为代表的业界却与亿思

达“同室操戈” ，提出强烈质疑，关于真假

“全息”的论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迄今为止，所谓的“全息手机” 仍未露

出真实面目。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为期3周的

调查过程中，这款手机的始创者———亿思达

集团董事长刘美鸿一直避而不见，拒绝接受

采访。 关于这场论战，目前亿思达和业界依

旧是各执一辞，尚无定论。

“Takee” 横空出世

时间回到2014年7月17日， 一家名为

“亿思达” 的公司在北京发布了全球首款

“全息手机”———Takee手机。 这场发布会

的演讲人———亿思达集团董事长刘美鸿没

有模仿乔布斯和雷军的行头，而是穿着浅色

的休闲裤和白衬衫。

据参加过这场发布会的联讯证券分析

师回忆，当时声势浩大，亿思达请了多家行

业媒体助阵。 发布会结束，这款挑动业界神

经的“全息手机”即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

“全世界的目光”———这种说法并不夸

张。 发布会结束之后， 亿思达带着这款

Takee手机开始了国内外的巡展，足迹遍布

北京、沈阳、成都，乃至纽约时代广场。

但在一位与亿思达有过业务往来的某

裸眼3D显示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看来，亿

思达推出这款“全息手机” ，多少有些“赶

鸭子上架” 的意味。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刘美鸿最初提出做“全息手机” 还得追

溯到今年4月的一次论坛上。

经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证，该负责人提到

的论坛是4月10日某机构举办的主题为“全

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的论

坛。一位参与过该论坛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在论坛上，刘美鸿在演讲完毕

之后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亿思达已经攻克

了全息显示大规模商业化这一全球性的技

术难题。这一言论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和业界震动。 “当时在场的有上千人，刘美

鸿还制作了一个PPT。 ” 该业内人士透露。

“大家都在讲移动互联网，但他却在讲

裸眼3D。 大家在台下听得都不振奋，终于耐

着性子把演讲听完了，最后他曝了个料。 ”

上述负责人透露。 正是在这次论坛上，刘美

鸿关于“全息” 的概念吸引了外界的注意

力，并被一些行业媒体跟进报道，导致刘美

鸿觉得“炒作全息比炒作3D更吸引眼球” 。

此后，亚马逊将在6月18日发布“前置

四摄像头裸眼3D手机” 的消息又给刘美鸿

提供了一次绝佳的炒作机会。“亚马逊的发

布会是6月18日， 刘美鸿就对外宣布6月17

日他要发布全息手机。 ”上述负责人透露。

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6月17日， 亿思达

对外宣称将发布一款“全息” 手机。 一个月

之后的7月17日，这款“全息手机” 开始接

受用户体验。

3D产业联盟强烈质疑

何谓“全息手机” ？ 根据业界给予的定

义，“全息” 手机可以通过追踪人眼的视角

位置，基于全息图像数据模型计算出实际的

全息图像，再通过特殊的指向性显示屏幕将

左右眼的立体图像精准投射到人眼视网膜

中，从而使人眼产生和实际环境感觉一样的

视觉效果———即悬浮在屏幕上方空中的三

维立体图像。

由于亿思达宣称这款Takee手机攻克

了全球一大技术性难题， 将带领用户走进

“全息时代” ，与“全息”概念相关的股票应

声上涨，并因此开启了一波上涨行情。

该款手机发布会的前一天， 即7月16

日， 为亿思达提供3D显示零部件的供应商

深天马A即上涨逾8个点。 7月28日和29日，

深天马A连续两天涨停。 截至发稿前，深天

马A股价最高时相比7月16日已经翻倍。 受

益于“全息”概念，包括宇顺电子、大恒科技

等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

关于“全息” 概念的炒作愈发狂热，但

来自3D业界的质疑却泼了一盆冷水。

7月30日，中国3D产业联盟33家院校机

构联合发布《关于所谓“全球首款全息手机

上市” 的联合声明与行业自律倡议》。 《倡

议》直指，中国的全息技术尚处于实验室基

础研究阶段，所谓“个人全息或智能全息”

技术为核心的“全息手机”并不存在。

8月3日， 亿思达展开反击。 在其官网

上，亿思达发表了一则“维权声明”称，上述

《倡议》中所谓的33家“联合声明倡议人/

机构” 存在不实，且《倡议》发表之后，亿思

达官网流量明显减少，产品每日预定量也出

现大幅度下降，相关供应商的股票也由原来

一路飙升转为下降。

前述3D显示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

则透露，亿思达本身即是3D产业联盟的副

会长单位，两方的这次论战，其实是“同室

操戈” 。

与此同时， 曾参加过7月17日发布会的

联讯证券某分析师发表的一则研报指出：通

过体验该手机，发现该手机的实际全息显示

效果仅是目前通常裸眼3D的效果，图像并没

有如宣传的那样呈三维立体显示在屏幕上

方。 虽然亿思达解释称目前没有全息内容支

持，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全息效果，但联讯

证券分析师认为此种说法“缺乏说服力” 。

就上述争论，中国证券报记者曾试图询

问刘美鸿的意见，但刘一直避而不见，拒绝

接受采访。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探访，

亿思达集团的办公地点位于深圳市南山区

科技园某栋写字楼， 约占据了整层面积，但

很多座位目前仍是空空如也，其工作人员以

董事长刘美鸿外出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同时，亿思达还在深圳市宝安区的鹤洲恒丰

工业城拥有一处工厂。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

露， 该工厂主要承担亿思达3D眼镜的研发

生产，“全息手机”的生产则被外包出去。不

过，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道具体外包给哪

些厂商。

“空中触控”并不神秘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发

现，除亿思达对所谓的“全息手机” 一直保

持肯定态度之外，3D显示业界对此几乎均

不认可。

前述联讯证券分析师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透露，亿思达推出的Takee手机确实可以

实现空中触控，“可以悬空玩 ‘切水果’ 的

游戏，也可以悬空滑屏解锁” 。 至于其他功

能，亿思达方面则解释称目前尚无全息内容

支持，所以效果并未体现出来。 该分析师还

透露了Takee手机发布会更多的内容，“从

刘美鸿的现场演讲来看，其实并没有多少实

质内容，不像小米的发布会，会从手机的硬

件配置以及工艺方面去讲解，刘美鸿讲得更

多的是理念性的东西。 ”

而前述裸眼3D显示解决方案公司负责

人则称这是一次“失败的表演” 。他表示，该

款手机所谓的“空中触控”其实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实现了。 “空中交互，实际上根本不

需要摄像头，有一个光感就够了。 一般的手

机都会有光感。 光感通常用在什么方面呢？

比如我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屏幕贴近脸就熄

灭了，这样可以省电。 ” 他解释道。

该负责人还指出， 类似 “切水果” 、

“滑屏解锁” 这样的动作只有“方向” 的

概念，而没有“坐标” 的概念。 “比如我现

在画一头狮子， 能不能让这头狮子有响

应，它（Takee手机）肯定做不到。 那个需

要摄像头，需要有坐标的概念，才能识别

到我的手跟屏幕交互。 ”

在这些业内人看来， 亿思达缺乏在3D

显示方面足够的技术积累。据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在此之前，亿思达得以立足的主要

业务是做3D眼镜，但盈利如何尚无从查证。

上述负责人透露，亿思达的起点比其他做相

关业务的公司要高，“一般在深圳开这样的

公司都是凑几百万元，但亿思达组建公司的

时候有两三千万资金。可即使是做3D眼镜，

它也是买别的公司的镜片，没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 。

产业化尚未启动

距离Takee手机的发布已经过去一个

多月的时间，目前为止，该手机仍处于预订

的状态。 亿思达在8月17日给出了Takee手

机的最终定价，3600元外加 “太空眼” 499

元的价格，直逼目前一些大牌旗舰手机。

由于Takee手机仍未露出庐山真面目，

该手机最终将呈现怎样的显示效果尚不得

而知，但业界对此均深表怀疑。

中国光学学会全息与光信息处理专业

委员会在一则关于“全息、计算全息和动态

全息三维显示的基本概念及其相关情况”

的说明中指出，Takee全息手机只不过是采

用了眼部跟踪系统的双目视差的裸眼3D显

示技术，跟踪系统能够获取观看者的眼睛位

置，进而改变双目视差图像的排列，使左右

眼能够分别获得不同的视差图像，从而实现

动态3D显示。 该显示的本质依然是视差型

3D显示，长时间观看容易产生疲劳，同时还

存在视场角受限、分辨率不高等问题。

该机构同时认为，Takee手机被宣传

为是以“个人全息” 或者“智能全息” 为核

心技术的 “全球首款全息手机” ， 是不科

学、不符合实际的炒作报道，对中国的全

息事业发展及全球3D产业 “造成了很坏

的影响” 。

3D产业联盟在前述《倡议》中则指出，

全球全息技术尚处于实验室基础研究阶段，

产业化尚未启动。 中国也处于这个阶段，所

谓“个人全息或智能全息” 技术为核心的

“全息手机”并不存在。

也有业内人士预测，亿思达所谓的“全

息” 手机之所以迟迟未能露面，是因为刘美

鸿在宣布发布“全息” 手机之时完全忽视了

目前相关技术可以达到的高度，最后或许只

能草草收场。

“做手机组装没什么难度， 就是把壳、

板、摄像头组装在一起，区别只是装得好不

好而已。 ” 前述裸眼3D显示解决方案公司

负责人称，目前“全息” 技术尚未成熟，亿思

达做出来的很有可能是个“半成品” 。

截至发稿前，有市场传言称Takee手机

的预订量已经超过120万部，但关于“全息

手机”的争论仍在持续中。中国证券报记者

也已在亿思达官网预订了一部Takee手机，

将继续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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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开平资管办公开征集受让方

春晖股份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将立即启动重组

□本报记者 王锦

春晖股份9月3日公告，经广东国资委同

意，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开平市工业实业开

发公司将公开征集协议转让春晖股份

12.61%股权的受让方，转让价格为3.6626元/

股。 本次公开征集拟受让方的公开征集期为

7个工作日（即2014年9月3日-9月12日)。 此

次转让后， 春晖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

化。 根据征集方案要求， 拟受让方在符合法

律、法规和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应立即

启动对春晖股份的重组工作。

开平市国资拟退出

因讨论重大事项， 春晖股份股票自

2014年6月3日起停牌， 停牌前股价报收于

3.78元/股。

根据公告，9月2日， 公司收到公司实际

控制人开平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属下

公司开平市工业资产经营公司的书面函件，

广东省国资委已原则同意公开征集协议转

让春晖股份12.61%股权的受让方。 其中，开

平市工业材料公司拟转让所持春晖股份

4140.00 万 股 （占 春 晖 股 份 总 股 本 的

7.06%）；开平市工业实业开发公司拟转让所

持春晖股份3254.388万股（占春晖股份总股

本的5.55%）。

目前，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持有春晖股

份7.06%的股份， 开平市工业实业开发公司

持有春晖股份5.73%的股份， 双方为一致行

动人。 若此次转让完成，开平市工业实业开

发公司还将持有春晖股份0.18%的股份。 此

次转让后，春晖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也将发生

变化。

广州市鸿汇投资有限公司当前持有春晖

股份12.15%的股权，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

并不控制春晖股份。 此前广州鸿汇也意图获

得春晖股份的控股权并参与公司重组， 但最

终未能成功。

拟受让方需立即启动重组

对于拟受让方， 征集方案规定了较严格

的条件，财务指标包括：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个

别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不低于13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 最近三年连续

盈利， 经审计的个别财务报表3年累计利润

总额不低于3.5亿元人民币。

征集方案要求， 拟受让方具有明晰的经

营发展战略，并提交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春

晖股份未来重组产业须符合开平市辖区产业

发展方向， 并承诺重组完成三年内在开平市

辖区投资建设投资总额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的生产基地；拟受让方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证

监会有关规定的情况下， 立即启动对春晖股

份的重组工作。

征集方案还要求， 拟受让方或其关联公

司具有运营化纤类企业的经验和实力； 拟受

让方承诺将延续春晖股份原化纤产品生产，

并提出对春晖股份现有产业从上市公司剥离

后的整合及发展计划， 该计划须符合春晖股

份目前的产业现状。 这一定程度上也缩小了

拟受让方的范围。

由于化纤市场今年以来持续低迷，公

司库存增加以及劳动力成本和电力成本居

高不下等因素影响， 春晖股份今年上半年

亏损5700万元。2013年公司亏损9794.39万

元。 若今年继续亏损，公司将会被实施风险

警示。

平高电气 中国西电

中标特高压交流工程项目

□本报记者 王荣

平高电气、中国西电9月3日双双公告，中标淮南-南京

-上海特高压交流工程主设备招标，中标金额均超10亿元。

双方均表示，中标将对未来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西电公告称， 在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淮南-南京

-上海特高压交流工程主设备招标活动中，公司1000kV变

压器、1000kV电抗器、1100kV组合电器、1000kV避雷器、

1000kV互感器等产品中标，中标总金额约为13.03亿元，占

公司2013年度营业收入130.52亿元的9.98%。

平高电气亦公告称，在上述招标活动中，中标安徽淮南

平圩电厂三期1000千伏送出工程1100kVGIS2个间隔、淮

南-南京-上海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1100kVGIS2个间

隔、 淮南-南京-上海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沪西站

1100kVGIS3个间隔、南京变电站1100kVGIS9个间隔，中

标总成交金额为15.91亿元。

据了解，淮南-南京-上海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年内首

条招标的特高压线路。业内人士介绍，国家能源局上半年已

经审批通过12条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其中包含至少8条特

高压项目，且已明确工程投运时间表，即在2007年全部投

运，这意味着下半年特高压的建设将加快。

博锐尚格拟定增募资1200万元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博锐尚格（830766）9月2日发布《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拟以每股4元价格发行300万股，募资1200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公告称，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在册股东，合计9人。 其中，7人为

现有在册股东，2人为新增投资者，新增的两名发行对象

均为公司核心员工。

博锐尚格为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及相关节能服

务商，主要为商业、公共机构、医疗、教育、电信、制造业

等领域提供能源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服务、现场实施服

务及相关的全周期节能管理服务。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023.06万元，同比减少15.44%，净利润亏损

679.1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