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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将首期10亿美元投资内容

新浪前总编陈彤加盟

□本报记者 王荣

“陈彤加入小米， 担任小米公司

内容投资和内容运营副总裁。 ” 11月4

日，小米公司创始人兼CEO雷军介绍，

将由陈彤牵头小米首期10亿美元投资

内容。此前，小米已经投资了视频平台

迅雷，参与华策影视的定向增发，在内

容产业链方面打通的意图明显。

平台逐渐形成规模

两周前，陈彤宣布离职辞去新浪总

编职位， 对其动向业内一直有各种揣

测。 而陈彤表示，加盟小米是因为看好

小米的发展，也是基于与小米创始人雷

军、王川等人多年的情谊。

雷军则指出， 小米硬件搭平台做

互联网服务模式， 需要增强内容运营

能力。 而公司创始人管理层全部是技

术和设计的背景。 “所以我们邀请陈

彤加入小米， 负责内容的投资和内容

运营。 ”

目前，小米公司拥有电视、盒子、手

机、平板等多种智能硬件。 第三季度在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红米1S和红米

Note分列销售榜第一、第二位。 英国市

场 调 研 公 司 Kantar� Worldpanel�

Comtech的报告显示， 小米在7月到9

月三个月中，稳占30.3%市场份额。 根

据小米公司自己的预测，其盒子市场份

额超过20%。 这意味着，小米平台逐渐

形成规模。

雷军指出， 如何将海量的视频、音

乐、内容组织起来，需要专业人士，希望

陈彤加入后半年内，小米电视和小米盒

子的内容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悉，陈彤将和小米的联合创始人

王川首先解决电视和盒子的视频内容

问题，让小米电视盒子上的内容越来越

丰富，提升用户体验。

打造内容生态圈

事实上， 小米一直在内容上有所

布局。 公司此前投资迅雷，视频内容方

面， 小米可以共享迅雷旗下的视频内

容资源，并借助其渠道在小米电视、小

米盒子乃至小米手机等终端进行播

放； 此外， 入股金山游戏扩张游戏资

源，并收购“多看阅读” 进入文学领

域。上个月，小米曾低调以5000万元投

资华策影视。

雷军介绍，此次拟大量资金在内容

方面投资， 但是公司不会直接做内容，

而是与更多内容制作商合作，然后在小

米平台上汇聚、运营。

对于首期内容投资， 据王川介绍，

首期实施的时间不会太长，投资的视频

内容包括音乐、 影视剧等但不包含游

戏，将尝试通过收费、广告等多种方式

运营。

目前小米的电视内容主要是免费

播发。 对于大众关心的政策问题，王川

指出，根据相关规定，其平台上的内容

需要通过集成播控平台审核，只要内容

通过审核就不会出现问题。目前小米电

视、小米盒子等内容均与牌照商中国网

络电视台有合作。

同时，小米公司在新媒体领域有着

大量投资，而陈彤在门户模式的丰富经

验以及其对社会化营销理解，或可以帮

助小米增强影响能力，同时整合旗下的

新媒体资源。

豫园商城斥资3亿元参股泰康人寿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豫园商城11月5日发布对外投资

公告称，10月31日， 公司和华美现代

流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受让方，

与转让方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签

署《产权交易合同》，公司和华美现代

以每股17.02元的价格受让3500万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占

泰康人寿总股本的1.2271%， 交易金

额 5.957亿元。 其中公司受让其中

1737.36万股，占泰康人寿股本比例的

0.6091%， 投资金额为29569.87万元。

公司与华美现代没有关联关系。

公司表示，泰康人寿旗下拥有泰康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康之家投资有限公

司。 泰康人寿投资能力业内领先，投资

收益历年来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

养老地产、互联网金融方面已有布局和

成熟产品上线。公司看好未来中国保险

金融业发展巨大空间，借鉴成熟市场情

况以及我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的前景，

公司的投资将会获得行业发展的增值。

北生药业遭瑞尔德嘉减持

未来实际控制人间接接盘

北生药业11月5日公告，公司接股东

北京瑞尔德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函

告获悉，2014年10月29日与11月3日瑞

尔德嘉分别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出

售北生药业无限售流通股4.35万股、

19.45万股， 于11月4日通过上交所大宗

交易系统向中信证券出售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1500万股。减持后，瑞尔德嘉尚持有

公司776.2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61%，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告显示，瑞尔德嘉2014年11月4日

大宗交易的受让方为中信证券，中信证券

与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签署了收益互换交

易协议， 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的实际控制

人为顾国平，顾国平为北生药业非公开发

行股票交易完成后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2014年11月4日大宗交易完

成前， 顾国平未持有北生药业股份，交

易完成后， 顾国平通过和熙成长型2号

基金与中信证券签署的收益互换交易

协议间接控制上市公司150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3.7995%。 (王小伟)

补充药品品种“短板”

福安药业拟收购天衡药业

福安药业11月4日晚公告，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拓时

代、 黄道飞等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宁波天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标的资产的作价以公司聘请的评

估机构评估确定的预评估值为基础，双

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总额不超

过5.7亿元，其中，以现金支付对价1.71

亿元， 发行股份2175.05万股支付剩余

的3.99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8.38元。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标的天衡药业

主要从事抗肿瘤类、 抗肿瘤辅助类、呼

吸系统类等药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是福安药业较为适合的互补性业务，将

为上市公司开拓新的利润空间，成为上

市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郭力方)

第三整车工厂落成

长安福特年产能提升36万辆

□本报记者 周渝 王小伟

11月4日， 长安福特重庆第三整

车工厂落成投产。 该工厂斥资6亿美

元投建，将使长安福特整体产能增加

36万辆。

长安汽车方面透露， 新工厂拥有

最先进的柔性化生产线， 能够同时生

产多款车型。 重庆第三整车工厂的投

产将进一步增强长安福特在中国市场

的整体竞争力。 据悉，新工厂将投产福

睿斯及多款车型， 福特福睿斯是专门

针对中国消费者量身打造的中级家用

轿车。

重庆市长黄奇帆表示， 福特自

2001年与长安合作落户重庆以来，已

相继建成两个整车厂、 一个发动机厂、

一个变速箱厂。 三工厂投产后，长安福

特汽车年产量将超过100万辆，成为福

特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长

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表示，长安福特三

工厂的投产，是长安与福特深化战略合

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双方合作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 目前，长安福特已累

计生产汽车350万辆，今后几年将加快

推进在重庆的发动机工厂、变速箱工厂

的建设。

据悉，长安福特在杭州的第四个整

车工厂也将于2015年建成投产。 到

2015年末， 福特将在中国市场推出15

款新产品，其中的大部分车型将在长安

福特生产。

联手微软Xbox

海信电器发力客厅游戏装备

11月4日，海信电视与微软正式启

动“双11” 联动推广活动。 此前，海信

成为微软Xbox� One唯一指定电视产

品合作伙伴， 双方联手在全国30多个

大中城市的海信电视专柜，搭建Xbox�

One免费体验专区。“双11”临近，双方

推出多种套餐和优惠活动。

据了解，海信VIDAA� MAX激光

影院、ULED电视、XT810系列曲面电

视等新品均推出了与Xbox� One的配

售套餐，提供更多优惠。

随着长达13年的主机游戏销售禁

令的解除， 众多主机游戏玩家对微软

Xbox� One充满了期待，而与之配合的

终端电视产品也需要出色的显示技术

及硬件运行能力。双方的合作将让更多

游戏玩家轻松搭建起一站式超级客厅

游戏装备。 (董文杰)

红豆股份拟定增募资7.83亿元

红豆股份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公司拟向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等

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为15000万股， 发行价格为5.22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7.83亿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于

11月5日开市起复牌。

红豆股份表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可优化公司资本

结构， 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提

升公司盈利水平。 此外，通过补充流动资

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资金实

力，为服装业务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此次红豆集团拟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13000万股， 认购金额为67860万

元；周鸣江、龚新度、周海燕、刘连红拟

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00万股股

票，认购金额均为522万元。 其中，红豆

集团认购后， 持股比例将从此前的

49.59%上升为57.42%。 (王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