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而泰携手劲嘉股份做强电子烟

和而泰与劲嘉股份12月11日齐

发公告，双方10日正式签署了《关

于智能电子烟、智能健康产品研发、

生产与云平台管理的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智能电子烟、智能健

康产品研发、 生产与云平台管理领

域开展战略合作。

根据公告，合作内容包括共同规

划、研究、开发智能电子烟、智能健康

产品；将传统电子烟、健康产品与智

能控制器结合， 配合智能手机端

APP，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互动

和控制服务，打造功能完善的健康管

理和控制服务平台等。 其中，和而泰

作为智能电子烟、智能健康产品系统

的云服务提供商，为劲嘉股份及其用

户提供相应产品在线监控服务以及

基于网络平台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的后续专项增值服务。

和而泰表示， 公司系国内电子

智能控制器行业的龙头企业， 劲嘉

股份系专业从事烟标印刷包装业务

的上市公司， 在烟草行业具有丰富

的客户资源和服务经验， 公司与劲

嘉股份建立战略合作， 研发并制造

智能健康系列产品， 对公司进一步

拓展相关领域的产品与市场， 加速

智能健康项目与产品的普及和推广

有着积极意义。 （王小伟）

乾元泽孚瞄准住宅产业化领域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 ，这是乾

元泽孚董事长彭泓越对住宅产业化的

形象描述。 技术将颠覆建筑这个古老

的产业， 建筑业正从劳动密集型服务

业向产品科技型的工业化转变。 作为

住宅产业化市场的先行者， 乾元泽孚

日前在新三板挂牌， 多年的产业积累

将伴随资本市场的助力， 加速扩充产

能抢食庞大的新农村建设和住宅产业

化市场。

颠覆传统建筑业

“住宅产业化” 简单来说就是住宅

装配式建设。 在工厂按照相关标准将

建材预制，经过检测达标后，直接应用

于施工工地进行现场装配。

“这将颠覆传统建筑业，传统建筑

公司作用将大大削减。 ” 彭泓越对记者

表示，“从中国来看， 建筑行业仍是粗

放、传统的行业；和世界相比，中国建筑

行业已经远远落后” ，欧美发达国家的

住宅产业化一般为70%左右，而我国仅

占10%。

彭泓越表示，标准化设计、工业化

生产和机械化安装，这是住宅产业化的

基本特征，随着产业链上相关瓶颈被突

破，中国住宅产业化时代即将来临。 比

如，适用于运输住宅构件的专用车辆已

经生产出来，能够承载重量更大的塔吊

也得到推广。 此外，人口红利的消退也

使得传统人力为主的住宅生产模式成

本优势丧失。

政策层面也在强力推进。 以济南

市为例， 作为住建部批准的全国第三

个住宅产业化综合试点城市， 济南市

的目标是到2016年底， 全市采用住宅

产业化技术建设的项目面积占新建项

目面积的比例不低于30%， 到2018年

底不低于50%。 近几年济南市每年房

地产市场规模在1500亿元左右， 按照

30%的比例来算，这一市场体量达450

亿元。

据彭泓越介绍，乾元泽孚的产品

墙体保温部分及非支撑力墙体材料

原料为工农业固体废弃物； 工业化

预制过程中采用空间钢结构设计，

达到少用钢的效果。 整体来看，6层

以下建筑较现浇筑混凝土成本节省

20%， 高层建筑与现浇铸法基本持

平， 但随着规模扩大成本会有下降

空间。 特别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

建筑工业化预制成本优势会越来越

明显。

乾元泽孚目前的目标市场锁定政

府投资为主、更易于推广的城市保障房

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特别是新农村建

设，房屋一般层高不高，尤其适合于住

宅产业化。

产能瓶颈待突破

公司拥有墙体材料免蒸压工艺技

术、墙材抗震性能技术、墙体材料与轻

钢“镶嵌” 工艺技术、墙板不完全对接

技术、薄抹灰保温系统、高效节能技术

等核心技术。 同时，公司自主研发墙体

的生产设备，一方面可以外销成为收入

来源，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自建生产线

的投资成本。“同行业进口一套设备需

要上亿元，我们自己生产仅需要一千多

万元，” 彭泓越称。

面临日益成熟的住宅产业化

市场，公司加速产业化进程 。 致力

于建筑节能领域的新材料研发 ，

瞄准建筑外墙保温系统中的保温

材料 。

公司目前具备20万平方米生产

能力 ，新厂明年投产生产后，总产

能可达到50万平方米。 按照2000元

/平方米的价格测算，能够支撑6亿

多元的营收规模。 当务之急是征地

建厂，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 。 公司

财务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目标订

单额达2-3亿元， 多个意向性项目

还在沟通中。

房地产建筑行业由于回款周期

较长，对资金消耗较大，资金是公司

规模扩张的限制性因素。 新三板挂

牌后第一步就是要实现尽快融资，

以满足产能扩张的资金需求； 未来

则瞄准转板，一旦政策放开，财务等

各项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将尽

快启动转板行动。 近期，公司与建筑

设计院和一级资质施工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将乾元泽孚的技术、产品优

势与建筑公司的施工优势相结合，

加快推广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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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ST贤成再起波澜

青海春天打破“静默”反击王海

□本报记者 任明杰

12月10日晚间，*ST贤成公告称，

公司收到借壳方青海春天的声明。 针

对近一段时间打假人士王海对公司产

品“极草5X” 冬虫夏草纯粉片的质疑，

青海春天表示， 公司极草牌冬虫夏草

纯粉片产品均为100%纯冬虫夏草。 而

对于王海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直因为处

于“静默期” 而保持沉默的青海春天，

此次忍不住奋起反击。“极草5X”冬虫

夏草纯粉片占到青海春天总营收的

95%，王海的“打假” 确实打到了公司

的“痛处” 。

一颗虫草片引发的争端

青海春天在声明中指出， 公司产

品极草牌冬虫夏草纯粉片原料为青海

野生天然冬虫夏草，无任何添加，严格

遵循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的要求进行生产加工。

据相关媒体报道，10月中下旬，

打假人士王海在北京朝阳大悦城的

“极草5X冬虫夏草店” 花29888元购

买了一盒至尊含片，但发现该商品外

包装既无保健食品认证标识和保健

食品批号，也无药品批号。 一个月之

后，王海委托北京一家检测中心对其

提供的极草产品进行检测，检测项目

是“虫草素” ，报告显示检测结果为

“未检出” 。 而“虫草素” 正是极草的

一大卖点。

对此，青海春天表示，按照青海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冬虫夏草

纯粉片相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公司

制订了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冬虫夏草的质量标准， 产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规定检测方

法进行检测， 出厂产品检测均符合质

量标准规定。 公司极草牌冬虫夏草纯

粉片自上市以来， 始终承诺极草牌冬

虫夏草纯粉片均为100%纯冬虫夏草，

如有不实， 愿承担消费者购买产品价

格的百倍赔偿。

此事还将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牵连其中。王海在接受相关媒体采

访时表示， 青海食药监局发布53号文

件，明知极草没有食品生产许可、也不

是保健食品，还特批准为“试点产品” ，

仍然任其生产、销售，违反《食品安全

法》，涉嫌严重渎职。

对此，12月8日， 青海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在其官网发布了 《关于冬

虫夏草纯粉片相关事宜的说明公告》。

公告称， 青海春天利用青海省冬虫夏

草优势资源， 研究开发出的冬虫夏草

纯粉片等创新产品， 是青海省出产的

冬虫夏草经加工制成的产品， 为青海

省综合开发利用优势资源的试点产

品。 基于青海春天研发的冬虫夏草纯

粉片的创新属性， 不归属于既有监管

体系中的药品， 也不归属于既有监管

体系中的食品或保健食品， 其产品作

为滋补类特殊产品进行管理。

打到要害奋起反击

此前，面对王海咄咄逼人的攻势，

青海春天一直沉默以对， 原因是公司

正处于“静默期” 。 而“极草5X” 冬虫

夏草纯粉片业务对于青海春天极为重

要的作用，王海的“打假” 的确让公司

难以忍受。

今年9月29日晚间，*ST贤成发布

重组预案称，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西藏荣恩等七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青海春天99.8034%股权。其中，发行股

份数量为4.9亿股， 发行价格8.01元/

股，总收购对价为39.2亿元。 通过借壳

*ST贤成后， 青海春天也将成为A股

“虫草第一股” 。

根据南方医药研究所统计，从

2011年至2013年， 青海春天在冬虫夏

草深加工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占有率在

50%左右，为行业第一位。 而能够生产

“极草5X” 冬虫夏草纯粉片这类以冬

虫夏草为原材料不含任何添加成分的

企业，只有青海春天一家。

“极草5X” 冬虫夏草纯粉片在青

海春天的营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青海春天披露的上半年经营数据显示，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总营收10.78

亿元。其中“极草5X”冬虫夏草纯粉片

的营业收入约10.2亿元，占到公司总营

收的95%，是绝对的主力产品。

“极草5X” 冬虫夏草纯粉片自

2009年面世以来的热销也助长了公司

业绩的快速增长。 *ST贤成发布的重组

预案显示， 青海春天2011年、2012年、

2013年净利润分别为2.00亿元、3.37亿

元、2.93亿元。 7名交易对方承诺，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青海春天2014

年度、2015年度与2016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18亿元、3.63亿

元、3.98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至于此次事件将对

青海春天的借壳上市进程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目前尚未可知。

军工信息化将迎来投入高峰期

相关上市公司将持续受益

□本报记者 王荣

12月10日， 杰赛科技又迎来涨

停，股价再创新高。 尽管业绩并不尽

如人意，但有军工信息化的前景作支

撑，以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结合深

化改革的预期推动，公司仍是资金追

逐的热点。

事实上，杰赛科技并不是个案。 在

军工信息化推进大潮里，国睿科技、卫

士通等众多军工信息化概念公司今年

股价均表现不俗。 梳理公司经营情况

可以发现，这些公司军工业务占比普遍

较小， 随着军工信息化投入高峰的到

来，未来该业务提升空间还很大，加上

国企改革预期推动，军工信息化公司值

得期待。

众多资金热捧

在经历了12月9日的大盘急速下

挫之后， 杰赛科技12月10日上演了大

幅反弹，最后以涨停收盘。 杰赛科技所

属行业为通信及通信设备，从公布的业

绩来看，公司表现平平。 截至2014年9

月30日，杰赛科技营业收入为11.9074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71.573万元，同比减少2.625%。

不过近三个月来，公司获得较高的

市场关注度。 从一则公告或许可以看

出杰赛科技受宠的主要原因。 2014年8

月11日， 公司收到由武器装备质量体

系认证委员会颁发的 《武器装备质量

体系认证证书》。 分析人士认为，支撑

公司股价走强的最大题材，正是备受关

注的军工概念。 今年以来，随着军工行

业步入景气周期，军工信息化公司自然

受益。 而在这一预期的推动下，太极股

份、国睿科技、卫士通等众多公司的股

价今年均出现了大涨。

事实上，国家推进军工信息化的步

伐正在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 战略构

想，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

任务，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12月3日至4日， 全军装备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 据媒体报道，会议强调

要贯彻国家安全观，牢牢把握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

设，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发展，坚持统筹

兼顾、突出重点，加快构建适应要求的

装备体系，为实现强军梦提供强大物质

技术支撑。

伴随全军装备工作会议的召开，军

工信息化公司也在12月初迎来又一波

拉升行情。 安信证券分析师指出，信息

化建设不足是我军重大短板。经过几十

年的投入，军队装备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信息化建设尚有很大不足，尤其

是与军事强国相比，差距巨大。 未来几

年将是军工信息化的投入高峰，建立完

备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是重点。行业基

本面持续向上，相关军工信息化企业将

持续受益。

业绩提升空间大

与红火的市场相比，部分军工信息

化公司业绩表现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卫士通、太极股份、川大智胜、杰

赛科技、国睿科技这5家热门军工信息

化公司为例，卫士通、杰赛科技、国睿科

技今年股价涨幅均超过100%， 但5家

公司中，仅有卫士通和国睿科技前三季

的业绩翻倍，其他3家公司业绩出现了

下降。

其中，杰赛科技今年的股价涨幅达

到265.27%， 但是截至2014年9月30

日， 杰赛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9074亿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71.573 万元 ， 较去 年 同 比 减 少

2.625%，基本每股收益为0.08元。

通信规划设计是杰赛科技的主营

业务。今年以来，电信运营商加大对4G

的投入，杰赛科技半年报显示，三大运

营商在4G网络建设的投入皆超过百亿

元，但是公司通信规划设计也并没有明

显增长。 其印制电路板（PCB）业务目

前并未成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不过

在军品市场份额提升。

卫士通前三季实现净利润1145.7

万元，同比增长113.14%，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为3.03亿元，同比增长41.3%。营

收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旺盛需求带

动，前三季度公司共入围中央政府采购

投标37类69款产品， 远高于过去历年

入围产品数量。 政府等相关部门收入

占公司总收入70%以上。

分析军工信息化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来看， 目前来自军工方面的订单较

少，其业绩驱动主要是其他行业信息化

的收入。

国企改革预期成看点

根据Wind统计数据， 杰赛科技、

国睿科技、 卫士通2014年预期市盈率

分别为123.6倍、87.3倍、112.5倍。

不过，对于未来军工信息化公司的

走势，申万分析师指出，军工股的高弹

性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将支撑军工股长期走牛。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军工信息化公

司普遍市值较小。 以卫士通为例，截至

12月10日公司市值仅为135亿元。

同时，公司国企改革预期明显。 招

商证券分析师指出，卫士通是中国电科

公司旗下三十所的唯一上市公司，

2014年4月中国电科与成都市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在成都建设国家示范

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8月份进一步明

确投资将达130亿元，到2017年达产后

实现年产值150亿元。 卫士通有望成为

三十所及相关兄弟单位网络信息安全

业务的资本运作平台。

国企改革预期也是众多资金热

捧信息化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发

证券分析指出，2015年国防工业改革

将会继续推动军工国企的整合，继续

提升证券化水平， 推进军民深度融

合。 考虑到未来军工业务整合的空间

和相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弹性，电子科

技集团、中船重工集团等旗下公司值

得关注。

太原刚玉拟7亿元收购联宜电机

太原刚玉12月11日公布重组预

案。公司拟以9.08元/股的发行价格，

向控股股东横店控股、金华相家、许

晓华，发行股份7709.25万股，募集

资金70000万元，用于收购联宜电机

100%股份；同时以9.4元/股的价格，

发行2446.81万股，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23000万元。

公告显示， 联宜电机账面净资

产为24138.62万元， 收益法预估值

为7亿元，预估增值率为189.99%。

经初步预测，联宜电机2015年、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4768.26万元、5696.06万元、6585.83

万元及7065.61万元。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将

全部增资联宜电机， 投资于联宜

电机主营业务相关的MIOT信息

化系统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及微特电机产业化建设项

目。 （王荣）

长江电力认购中广核电力2.79亿H股

长江电力12月11日公告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长电国际（香港）有

限公司以2.78港币/股的价格认购中国

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H股27895.9

万股，约占已发行股份的0.63%。

公告称，此前的11月21日，长电

国际与中广核电力签署《基石投资

协议》，长电国际出资1亿美元参与

中广核电力H股IPO股份认购。

资料显示，中广核电力是中国广

核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主要业

务为运营及管理核电站等。截至2014

年6月30日， 中广核电力运营管理11

台核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11624兆

瓦。 12月10日， 中广核电力(01816.

HK)正式登陆香港上市。（任明杰）

与爱回收网展开深度合作

格林美拓展线上回收业务

12月10日， 固废处理企业格林

美与电子产品回收网站爱回收网宣

布战略合作。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透

露， 将参与爱回收网的C轮融资，推

动爱回收网发展壮大，与格林美原有

的线下回收体系形成协同效应。

爱回收网成立于2011年， 致力

于回收手机、笔记本电脑、单反相机，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在线回收电子产

品网站。其在2012年获晨兴创投200

万美元A轮融资，2014年获世界银行

旗下IFC的800万美元B轮融资。

根据合作协议，爱回收将把网上

回收到的报废手机、笔记本、电池等

电子产品及配件交给格林美进行处

理；爱回收和格林美建立长期品牌合

作关系，共同建设市场营销体系和回

收服务体系；爱回收和格林美保持资

本和股权层面合作的机会。

来自爱回收网数据显示， 近年

来手机更新换代提速， 但回收手机

量只占市场容量的2%-3%，未来空

间巨大。

“线上回收可以被视为一种云

回收， 解决了回收环节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许开华表示，此次合作不

仅仅在于废旧电子产品处理量的增

量， 更是促进公司从现有多层次的

线下回收网络走向建立覆盖全国的

电子商务回收网络， 强化公司电子

废弃物等城市矿山循环产业的原料

保障体系建设。 （黄淑慧）

兰生股份减持海通证券595万股

六次减持累计获利超去年净利650%

兰生股份12月10日晚间公告

称，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12月1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合

计减持海通证券595万股，本次减持

预计获得利润超过公司2013年度净

利润150%以上。

此次减持也是兰生股份今年11

月底以来第六次减持海通证券股

份。 公司表示，截至2014年12月10

日， 公司减持海通证券共计3095万

股， 预计获得利润超过公司2013年

度净利润650%以上。

2013年兰生股份全年实现净利

润5122.3万元。 如果按照650%的比

例计算， 通过六次减持海通证券股

份，兰生股份获利已达3.33亿元。

兰生股份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5117.46万元，同比增长16.48%。

根据公司中报披露的数据， 公司6月

末共持有海通证券股票1.91亿股，占

海通证券总股本的1.99%， 最初投资

成本为2.61亿元。（任明杰）

乐视电视明年销量冲刺400万台

乐视TV12月10日宣布，2014

年超级电视销量已突破150万台，提

前一个月完成年度销量目标，2015

年超级电视销量目标为300万-400

万台， 到明年底超级电视保有量至

少突破500万台。

乐视智能终端事业群COO梁军

表示，2015年将是智能电视决战之

年，乐视TV明年的销量目标是至少再

翻一倍，除推出新尺寸段产品，还将在

语音和体感技术方面引领行业升级。

随着“SEE计划” 的揭秘，乐视

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制造互联网智能

电动汽车， 而是希望复制超级电视

的成功模式， 打造独有的垂直整合

的汽车互联网生态系统。

乐视超级电视依赖 “平台+内

容+终端+应用” 的垂直整合生态模

式， 改写了国内电视产业的竞争格

局。（陈静）

北京银行

800亿元授信“力挺”文化企业

北京银行与北京市国有文化资

产监督管理办公室10日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为

北京市文化企业提供不少于800亿

元的意向性授信。

据了解， 北京银行与文投集团

签署50亿元授信协议，与创新工场、

文化科技担保公司签署孵化小微文

化企业的战略合作协议， 并联合推

出“文创信保贷” 新产品。该产品服

务对象为入驻北京市文化创新工场

所管理的各地区孵化器内的文化创

意企业， 最高融资额度为300万元，

采用纯信用支撑， 以企业融资反担

保为信用进行贷款融资。

截至2014年11月末，北京银行

累计审批通过“创意贷” 文化金融

特色产品2000余户，近800亿元，业

务涵盖文创9大领域及文创集聚区

建设，成为国内推出产品最早、小微

贷款最多、 支持项目最全的文化金

融“排头兵” 。（陈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