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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非公开发行募资近45亿元

□本报记者 余安然

10月14日晚间， 铜陵有色公告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公司此次定增发

行股票数量为49052.20万股，发行价为9.16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4.93亿元，扣除发行费

用7106.82万元后，募资净额为44.22亿元。

公司定增方案历经波折， 随着此次定增

方案实施尘埃落定， 业内认为铜陵有色国企

改革步伐或将提速。

多家基金参与认购

公告显示，本次铜陵有色非公开发行中，

长信基金、东海基金、长安基金、国信证券、财

通基金、英大基金、中国人寿养老保险以及广

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8家机构参与增

发认购。 认购金额分别为8.08亿元、7.90亿元、

7.68亿元、7.32亿元、6.46亿元、4.62亿元、1.96

亿元和0.92亿元。

对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 公司称，

将投资10.01亿元用于收购庐江矿业100%股

权，13.92亿元用于收购铜冠冶化经营性资产，

8亿元用于铜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余下的13亿元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

减少公司营运资金对有息债务的依赖，改善公

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增强盈利水

平，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提升市场

竞争力。

扩充铜精矿储备

铜陵有色表示，对于庐江矿业100%股权

项目， 实施收购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铜精矿

自给量，巩固和提高公司原材料资源优势，完

善公司产业链与产业布局， 巩固和提高公司

行业地位，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

同时， 可以避免未来庐江矿业所属沙溪铜矿

进入开采阶段后与控股股东之间潜在的同业

竞争及关联交易；收购铜冠冶化经营性资产，

可以减少公司与有色控股在硫精矿、 铁精矿

产品购销方面的关联交易， 解决公司与有色

控股在硫酸产品方面的同业竞争， 增强上市

公司独立性。

对于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公司

表示，该项目采用世界先进的闪速熔炼、闪速

吹炼铜精矿冶炼处理系统，对工艺技术升级改

造， 将有力提升公司铜精矿冶炼工艺技术水

平，使公司铜精矿冶炼及烟气制酸成本达到国

内外先进水平。同时有利于实现公司节能减排

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8月29日，安徽省长王学军、副省长詹夏

来以及省国资委主要负责人前往铜陵有色调

研，并召开现场专题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

改革发展情况，研究相关对策措施，推动铜陵

有色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 业内人

士认为， 随着铜陵有色此次定增方案实施完

毕，公司国企改革步伐或将提速。

下游需求旺盛

面板企业急速扩张产能藏隐忧

□本报记者 傅嘉

受益于下游需求旺盛，2014年以来，面

板企业产能基本达到满产满销， 京东方和华

星光电等企业接连交出的财务数据也印证了

这一现象。在10月14日举行的2014年国际显

示产业高峰论坛上，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

长刁石京指出，行业发展并非高枕无忧，目前

国内面板企业产能扩张频频， 仍有十几条面

板生产线准备上马， 各地方在项目上马前眼

光应放长远。

明年产能居世界第二位

在10月14日举行的2014国际显示产业

高峰论坛上，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在演讲中

指出，2014年中国平板显示器的市场占有率

将提升到18.6%， 是全球唯一保持成长的地

区。预计到2015年，我国的TFT-LCD产能将

占据世界第二位， 其中最适合生产TV屏的

8.5代线的产能将位居世界前列。 基于国内平

板显示企业实力的提升，2014年中国厂商在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将达到32%。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益于下游产能

的更新换代，加上各地政府考虑对GDP和就

业的拉动， 我国的面板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

扩张期。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刁石京表

示，2008年以后， 中国面板显示产业的规模

已经达到1070亿元，同比增长44.6%，增速位

居世界第一。 目前在北京地区、长三角地区、

成渝地区，珠三角地区，国内初步形成了四个

面板产业集聚发展带。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地

区拥有两条5代线、一条8代线；长三角地区

拥有一条4.5代线，5、6、8.5代线各两条；成渝

地区拥有3条4.5带代线；珠三角地区拥有5代

线一条，8.5代线一条。

刁石京透露， 随着面板生产线的不断涌

现，产业配套能力也有了相应进步。今年1-8

月份国内面板的自主配套率已经提升到

48%， 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国面板自主配套率

将首次达到50%。

相关企业业绩抢眼

受益于下游需求高企和对进口化替代的

加速，今年上半年以来，面板行业在结构化去

库存之后市场表现令人侧目， 这在上市公司

的财报数据中也得到了体现。TCL预计，前三

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8

亿-22.3亿元，同比增长72%-77%。 其中，第

三季度实现净利润7.1亿-7.6亿元，同比增长

44%-54%。京东方上半年实现收入161.13亿

元，同比下降0.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10.42亿元，同比增长21.22%。 公司

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达到18亿元至19亿元。

近年以来， 随着显示技术的进步和下游

产品结构化的巨变， 面板产业进入了新一轮

的扩张期。 2012年以来，随着京东方北京8.5

代线投产， 公司的业绩一举扭转了多年的颓

势。 而TCL旗下的面板业务华星光电也成为

公司业绩的顶梁柱。 这两家公司去年和今年

均公布了扩产计划， 其中京东方募资460亿

元在合肥和重庆投建多条6代线和8.5代线，

华星光电也先后宣布募资在深圳和武汉投建

多条生产线。

京东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目前已经

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终端消费国，2013年，

中国消费了大约2.96亿台智能手机，6060万

台平板电脑，3260万台笔记本，4930万台显

示器，5650万台电视。 随着中国大陆中产阶

级的壮大和人均收入的提升， 这种增长还将

长期持续。有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主流面

板企业的产能基本满产满销， 随着年底旺季

的临近，面板企业全年的业绩仍然十分乐观。

创新能力面临不足

数据显示，仅在北京地区、长三角地区、

成渝地区， 珠三角地区目前准备上马的面板

生产线便超过5条， 但实际上这一数字仍然

不是全部。据刁石京透露，目前各个地方准备

上马的面板生产线有10条左右。 刁石京表

示，各地在上马项目之前应把需求分析透，眼

光要放长远。 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仍然在震荡

恢复之中， 短期内全球的需求不会有大的起

色，因此产业高速扩张并非没有隐忧。从产业

纵向发展来看， 我国企业仍然属于显示产业

的后来者， 而先期进入者的设备折旧已经完

成，我国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很大。

从整体来看，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

显示产业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小和散状态。 同

时，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在新技

术、突破性创新方面，我国企业的话语权依然

偏弱。

业内人士表示，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未来

几年全球主要新增产能将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

中国在全球显示产业未来发展还将继续扮演重要

角色。 目前中国大陆不但能生产高性能的a-Si�

TFT-LCD显示屏， 也可生产LTPS、Oxide和

AMOLED等新型显示器件。 不过，液晶面板

仍是国内四种大宗进口商品之一， 金额达到

近500亿美元，仅次于石油、芯片和铁矿石。 可

以预见未来国家将从战略高度上继续培育该

产业。 长远来看，显示产业的发展将对下游核

心部件配套形成强大的需求和推动力， 中国

整个显示产业链都面临着的发展机会。

牵手嘀嘀打车

乐居构建移动端生活服务圈

□本报记者 费杨生

乐居控股有限公司10月14日宣布，与嘀嘀打车达

成战略合作关系，将依托微信平台打造“E式住行” ，

携手构建基于移动端的生活服务生态圈。

乐居控股有限公司CEO贺寅宇表示， 乐居将于4

万个微信售楼处添加“嘀嘀看房”专项服务，用户可通

过微信售楼处一键实现嘀嘀叫车功能， 在方便用户看

房出行的同时， 售楼处工作人员也能够据此为用户提

供更加贴心到位的服务。目前，双方开发的项目包括乐

居冠名的现金红包派发以及“你看房我报销” 等活动，

为用户线下看房提供更多便利。 未来还将推出专车看

房等定制化、精细化应用，为城市周边的豪宅项目和特

色楼盘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乐居市场总监刘然表示，

未来乐居将围绕居住、购房与更多的机构合作，构建移

动端生活服务生态圈。

有意思的是， 快的打车同日宣布与搜狐焦点达成

战略合作， 双方将在产品及服务等方面展开全面深入

合作。

福田汽车

近700辆新能源客车排产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福田汽车获悉，近日福田汽车欧

辉客车事业部为北京公交集团排产692辆新能源客车。

本次生产车型涵盖6.5米快充微循环、12米快充纯电动、

12米在线充电、18米在线充电、12米快换纯电5个品种。

公司人士表示，过去的一年里，福田汽车向北京公

交集团交付了3001台LNG清洁能源公交车，为北京市

“蓝天行动” 做出贡献。 随着年底产品的全面上线，多

品种新能源产品的运行模式全面进入示范运行阶段，

到时将形成社区微循环，高铁接驳运行模式，快充、快

换相结合的干线纯电模式，在线充电BRT主干线运行

模式，慢充（直充）商务班车模式。

设立大赢家信息科技公司

综艺股份整合互联网彩票业务

□本报记者 戴小河

综艺股份10月14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全

资子公司综艺科技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仙境乐

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仙境” )和北京盈

彩畅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盈彩” )

签署 《设立大赢家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协议书》，拟共同设立大赢家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将北京仙境和北京盈彩的彩票业

务全部融合入新公司。

构建移动互联网平台

公告称，综艺科技目前分别持有北京仙境

和北京盈彩51%和60%股权。 截至2013年末，

北京仙境总资产143.88万元，净资产106.98万

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38.91万元， 实现

净利润32.37万元。 北京盈彩总资产5687.44万

元，净资产1920.88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4688.08万元，实现净利润2217.40万元。

新成立的大赢家拟定注册资本3亿元，首

期出资为5000万元， 其中北京仙境出资额为

2505万元，占认缴资本的50.1%；北京盈彩出

资额为2495万元，占认缴资本的49.9%。

为布局移动互联网业务，构建移动互联网

平台，2014年，综艺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综艺

科技投资收购了包括北京仙境、北京盈彩在内

的四家彩票企业。

对于此次北京仙境与北京盈彩两家公司

的融合，综艺股份表示，这将对公司迅速建设

移动互联网平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北京仙

境和北京盈彩分别偏向移动端和PC端， 业务

流程基本相同。 此次该两家公司合作经营，一

方面可以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该两

家企业将拥有共同的知名品牌，统一品牌和业

务发展平台的建设，并共同获得彩票经营相关

许可；同时，此次业务的融合也将促进公司集

中力量应对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 特别是来

自各大传统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竞争。

接连出招拓展彩票业务

今年来， 综艺股份在拓展彩票业务方面

接连出招，其在彩票领域的雄心可见一斑。

5月27日，公司发布系列公告称，拟以现金

对全资子公司综艺科技增资4亿元，其注册资本

将增加至7亿元；综艺科技对北京仙境增资5000

万元，获得25%股权，增资完成后投资5200万元

受让北京仙境原股东共计26%的股权， 最终综

艺科技获得51%控股权； 综艺科技以7180万元

的价格受让上海量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5%的

股权。 量彩信息专业从事彩票出票技术服务。

此外， 综艺科技以2150万元的价格受让

上海好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5%的股权，这是

一家致力于彩票软件领域的高科技企业；综

艺科技以16389万元的价格受让北京盈彩畅

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

公司表示，北京仙境已经取得包括中国电

信“天翼彩票” 、中国联通“沃彩票” 在内的电

信运营商彩票业务品牌的运营代理权，各大电

信运营商将通过各自定制机的预装和相应平

台统一推送，彩民可以通过北京仙境开发并运

营的“天翼彩票” 、“沃彩票”等平台购买彩

票，并通过银行卡、 第三方支付、话费、积分等

多种方式进行支付，北京仙境与各电信运营商

根据签署的具体业务协议进行结算。

北京盈彩主要从事零售端的网络彩票销

售，旗下彩票合买代沟平台“彩票大赢家” 是

国内互联网六大垂直彩票网站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整合北京仙境与北京盈彩

的业务后，综艺股份将一举成为国内彩票业务

布局最完整， 后发优势明显的行业领导者，为

日后在移动互联网精耕细作提供了重要的客

户流量基础。

拟定增募资逾5亿元

日上集团加码绿色建筑业务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日上集团10月14日晚间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发行价格不

低于10.5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275亿元，用

于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并补充工程承包

业务营运资金。 公司股票10月15日复牌。

据介绍，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总投资4亿元，项目建设期限为24个月，项目达产

后年新增新型工业化预制PC板25万平方米，新型建筑

金属围护系统175万平方米， 模块化设备钢结构3万

吨。 据测算，该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7.69

亿元，新增年净利润5237万元。

此外， 为满足公司工程承包业务不断增长的营运

资金需求，缓解营运资金压力，拟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中的12750万元用于补充工程承包业务营运资金。

公司表示，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公司产品

结构调整和产业战略升级，公司从单一的钢结构制造、

安装转向整体建筑物的系统建材提供商， 快速提升公

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率， 并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宜华木业

拟5.7亿元收购恒安兴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宜华木业10月14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及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市恒安兴酒店用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恒安兴” ）100%股权。 公司股票10月15

日复牌。

根据方案， 恒安兴100%股权评估值为5.71亿元，

增值率为212.25%，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5.7亿

元。 公司拟合计支付现金3.42亿元， 以发行股价支付

2.28亿元。 同时， 公司拟向宜华集团非公开发行

3917.53万股，募集配套资金1.9亿元。上述发行价格均

为4.85元/股。

据介绍，恒安兴是中国领先的高端酒店软装饰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高端酒店的客房、餐厅、大堂、

会议室等空间提供整体化、个性化的软装饰解决方案。

截至2014年6月30日，恒安兴总资产为3.08亿元，

净资产为1.99亿元， 其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

1-6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64亿元、2.19亿元和

1.3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205.95万元、3346.25万元和

2012.71万元。 根据业绩承诺协议，恒安兴2014年度至

2016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050万元、6565万元和

8535万元。

宜华木业表示， 公司将借助恒安兴在高端酒店领

域的资源禀赋，拓充在酒店领域的业务版图，实现公司

品牌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家居领域的深度渗透， 提升公

司的市场占有率。

国开金融

减持4.97%隆鑫通用

□本报记者 戴小河

隆鑫通用10月14日晚间公告称，公司股东国开金

融责任有限公司（简称“国开金融” ）于4月16日至10

月10日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00.44万股， 占公司股

本的4.97%。

隆鑫通用表示， 本次减持后国开金融尚持有公

司股份4000.12万股，占总股本的4.97%，不再是持

股5%以上股东。

美盛文化拟定增募资3.68亿元“补血”

公司高管及贝因美集团子公司认购

□本报记者 郭力方

美盛文化10月14日晚间发布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公司拟21.29元/股价格向包括公司

实际控制人在内的3名对象非公开发行1730

万股股票，募资3.68亿元，扣除发行费后全部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此次定增完成

后，公司资本实力得以大大增强，公司倾力打

造的大文化产业版图将注入新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

的1700万股股票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小强

认购了其中近7成，贝因美集团旗下子公司比

因美特认购450万股。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贝因美集团系中国

婴童产业的领跑者， 拥有规模庞大的婴幼儿

消费群体， 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将产生一定

协同效应。

打造大文化产业版图

自2013年以来，美盛文化频频出手，通过4

次大手笔并购， 业务已涉及动漫原创、 游戏制

作、网络平台、儿童剧演艺、影视制作、发行等多

个环节， 初步实现了对动漫文化产业链的整体

布局，公司构建的大文化产业版图雏形已现。

随着公司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充，资本结构

及财务风险也不断加重。 公司近期财报显示，

截至2011年末、2012年末、2013年末及2014

年6月末， 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19.26%、4.59%、18.03%及26.34%。

公司表示，本次定增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资产负债率有望从26.34%降至18.74%，将

有效改善公司资本结构， 资本实力得到全面

提升。

不过，有券商分析师表示，美盛文化通过

一系列并购， 致使公司今年上半年营收大增

逾一倍，但净利润同比仅增长33.54%。 这说明

并购完成后， 公司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

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实际控制人认购近7成

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 此次美盛文化

1730万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赵小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瑞

以及杭州比因美特卡通影视有限公司共计3

名投资者。 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小强以现

金认购1180万股，占比近7成。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比因美特公司系贝

因美集团旗下公司，业务范围为专题、专栏、

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的制作、发行

等。 公告显示，比因美特公司成立于2005年，

但最近三年公司暂未实际开展业务。 财报显

示， 截至去年年底， 公司净利润亏损16.96万

元。尽管如此，预案显示，美盛文化此次非公开

发行的1800万股股票中， 比因美特以现金认

购了其中450万股。以21.29元/股的发行价计，

比因美特此次认股出资为9580万元。

上述券商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今年上半年，美盛文化完成收购星梦工坊和纯

真年代，进一步深化产业链，而这两家公司均

涉足儿童影视业务。 其中，星梦工坊主要从事

儿童剧演艺事业， 以儿童舞台剧 （含音乐剧

等）的制作、演出以及衍生产品的开发、销售

为核心业务；纯真年代主要从事影视作品制作

与发行。 此次贝因美集团子公司入股，意味着

贝因美所拥有的婴童消费群体将与美盛文化

的儿童动漫业务形成有效对接。这对于美盛文

化未来深拓儿童动漫消费市场将提供充足动

力，为公司未来业绩成长贡献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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