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扩张前夜拟结良缘

洲际油气6亿厚礼捧场*ST仪化

□本报记者 任明杰

*ST仪化征婚， 洲际油气打算送上一

份6亿元的厚礼。 洲际油气2月5日晚公告

称，拟6亿元投资刚完成重组不久的*ST仪

化。 而且， 为了攀上*ST仪化， 如果不能

“认购*ST仪化发行的不超过60亿元募集

配套资金中的6亿元” ，洲际油气将“通过

二级市场购买仪征化纤股票的方式，以不

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资金进行相关投

资” 。业内人士指出，完成马腾石油的并购

后，正处于快速扩张前夜的洲际油气如果

此次能顺利与*ST仪化“结缘” ，那么洲际

油气未来的并购之路将如虎添翼。

拟6亿厚礼捧场

根据公告，为了攀上*ST仪化，如果

不能 “认购*ST仪化发行的不超过60亿

元募集配套资金中的6亿元” ， 洲际油气

甚至不惜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仪征化纤

股票的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资

金进行相关投资” 。

洲际油气表示，公司专注于石油和天

然气的勘探开发， 在快速扩张的阶段，对

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所需的专门性工

程和技术服务有强烈需求。仪征化纤完成

重组后将转型为一家具有核心技术能力

和全球业务网络、并在行业内有举足轻重

地位的油服公司。 对仪征化纤的投资，有

利于双方开展长期战略合作。

2014年9月12日，*ST仪化推出由资

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四个部分组成的重磅

重组方案。 *ST仪化主营业务由原来的处

于亏损的聚酯切片和涤纶纤维的生产、销

售业务，变成盈利能力较强的油气勘探开

发工程施工与技术服务业务。当时，*ST仪

化表示，公司欲以2.61元/股的价格向不超

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60亿元。

重组将令*ST仪化摘星脱帽。1月22日

晚间，*ST仪化公告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以后，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纳入公司

2014年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因此，公司

预计2014年整体业绩将实现扭亏为盈，预

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12亿元左右。

转型能源促结缘

能有机会攀附*ST仪化这样的“金枝

玉叶” ，洲际油气也经历了一次“青蛙变

王子” 的过程。

洲际油气1月28日晚间发布的2014年

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14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6万元，同比

增长90%左右。公司表示，业绩变动的主要

原因在于公司成功收购马腾公司95%的股

权，完成了主营业务向油气行业的转型。

马腾公司正是公司借以完成 “青蛙

变王子” 的魔棒。 2013年10月，香港中科

石油入主当时名称还是正和股份的洲际

油气，完成了实际控制人变更，揭开了洲

际油气战略转型的序幕。 入主之初，中科

石油便表示拟将优势资源与正和股份整

合， 将正和股份打造成为能源产业运作

的资本平台。

不久后的2013年12月，正和股份披露

定增方案，拟以6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5.2亿股，募资31.2亿元，用于收购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95%

股权。 经过这次华丽转身，正和股份的主

营业务由房地产转型为油气开发，并为这

次与*ST仪化的结缘埋下了伏笔。

完成马腾油田的收购后，洲际油气又

继续油气资源并购征程。 公司近日公告

称， 拟以4亿美金现金购买 “克山公司”

100%股权。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此次能顺

利与*ST仪化“结缘” ，那么洲际油气未来

的并购之路将如虎添翼。

博实股份去年业绩降近一成

拟10转7派1.2元

博实股份2月5日晚发布业绩快报及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4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6.08亿元，同比下降20.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1.87亿元，同比下降9.67%；基本每股收益0.47元。 公司同时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并派现1.2元。

公司称，2014年，受宏观经济及公司传统行业石油化工领域持续

不景气影响，公司产品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不过，煤化工、化肥、产品服

务方面销售增加，以及产品毛利率水平上升、现金管理收益增加，减缓

了整体盈利水平的降幅。

公司拟定的2014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1.20元（含税），

共计派现4812万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68170万股。 （汪珺）

中国医药集团混改试点方案获批

国药股份成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国药股份、天坛生物、现代制药2月5

日晚均公告称，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

称“国药集团”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

点方案， 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原则

同意。

根据国药股份公告，国务院国资委在

批复中原则同意国药集团试点方案的有

关内容，并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

的基本原则，要求坚持依法合规，强化企

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遵循国有资本和非公

资本的平等保护和共同发展原则，实现股

东权益的最大化；同意选择国药集团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药集团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首批试点单位之一；要求国药

集团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履行相关

审核程序。

国药股份称，公司作为国药集团及国

药控股内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首批

试点单位之一，将根据事项后续进展和监

管规则要求，及时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上述

改革试点工作情况。

不过， 现代制药和天坛生物均表示，

公司未被纳入国药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试点工作的首批试点单位。

2014年7月， 国务院国资委决定在至

少6家中央企业中开展“四项改革” 试点。

其中，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试点。

资料显示， 国药集团是由国务院国

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2013年营业

收入超2000亿元，在国内医药健康领域

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综合实力最强，

是我国唯一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医药

企业。 国药集团旗下拥有11家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和国药控股、国药股份、国药一

致、天坛生物、现代制药、中国中药6家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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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私募股权基金交易额有望继续增长

□本报记者 于萍

2014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参与投资

交易活动格外活跃。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交易

金额及数量均创下历史新高。 业内人士认

为，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将有助于PE的募

集，预计2015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交易仍

将保持强劲增长。

募资交易额大幅增长

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2014年中国私

募股权基金交易额达到730亿美元， 同比

增长101%；交易数量达到593宗，同比增

长51%，均创下历史新高。同时，2014年中

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数量同比增长

81%，达到1334宗，也创下2008年以来的

历史新高。

“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亚

洲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 普华永道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组基金审计合伙

人倪清这样描述了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

发展现状。

统计显示，2004年至2014年期间，

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总共募集资金

3650亿美元，该数字远超位居二、三位

的日本和印度， 后两者的募集资金分别

为770亿美元和620亿美元。 同时，2014

年专注于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基金募集

资金额占到全球总额的9%，较上年增加

了三个百分点。

不仅募集规模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也

是目前亚洲私募股权交易的 “高发地” 。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已经占到亚洲私募

股权交易总金额的41%。

“私募股权基金积极参与国企改制

以及海外并购交易，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

动因素。 ” 普华永道中国咨询部合伙人聂

磊表示，私募股权基金在科技与消费相关

行业的交易数量占比过半，意味着私募基

金的投资计划与宏观经济战略方向保持

一致。

增长势头仍将延续

业内人士认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

人民币私募基金的发展带来利好。

“流动性增加后，PE募集资金会更容

易。 股市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活跃，将带动

更多PE项目退出， 从而刺激更多交易出

现。 ”聂磊表示。

数据显示，2014年私募股权基金及风

险投资基金交易退出数量出现反弹，并购

退出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上市退出114

宗，并购交易退出达到111宗。“中国市场

IPO再度活跃， 使得A股退出数量多于前

几年。 ”普华永道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业务

组北方区主管合伙人卓志成认为，2015年

通过A股上市退出的数量仍有望增加，但

香港及美国市场依然是私募基金退出的

主要渠道。

普华永道预计，随着政策法规的大

力支持，来自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已经

成为中国民营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 同

时， 私募基金也开始参与投资国有企

业， 并将在国企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预计私募基金投资交易活动在2015年

仍将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私募基金将蓬

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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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仓式” 减持是与非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近期，市场又现上市公司股东“清仓

式” 减持现象。东方网力、新朋股份、光环

新网等纷纷公告称， 公司股东计划或者

已经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者大宗交易系

统“清仓式” 减持公司股份。

上述上市公司股东“清仓式”减持公

司股份的原因多自称为“因公司/个人资

金使用需求” 。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部分

上市公司“清仓式” 减持，从相关政策法

规上来讲并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部分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还是公司治理结构

优化、引入外部股东等的契机，但大规模、

短时间的减持隐含的风险不言而喻，应设

定相应的监管“红线” ，投资者也需注意

风险。

清仓减持为哪般

2月3日， 创业板公司东方网力发布

公告称， 公司收到股东英特尔产品（成

都）有限公司告知函，因资金使用需求，

英特尔计划于2015年2月9日至2016年2

月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

式， 减持东方网力不超过529.3176万股，

即不超过东方网力总股本的4.44%。截至

公告日，英特尔持有东方网力529.3176万

股，占东方网力总股本的4.44%。 而此时，

东方网力在创业板上市刚满一年， 英特

尔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刚满。

1月23日，同是创业板公司的光环新

网也公告称， 公司股东张英星出于个人

资金使用需求， 拟在1月29日至4月28日

期间， 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43.82万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07%。公告同时显

示，张英星持有公司股份443.82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07%， 上述股份自1月

29日全部转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小板公司新朋股份股东郭亚娟则

已在近期完成了“清仓式” 减持。 1月31

日，新朋股份公告称，公司股东郭亚娟于

2015年1月30日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178.52万股。加上此前减持，郭亚

娟已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928.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本

次减持后，郭亚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资

料显示， 郭亚娟为新朋股份实际控制人

宋琳的母亲。公司董秘汪培毅称，郭亚娟

的减持是出于“个人资金使用需求” ，公

司董事会认为郭亚娟减持公司股份“有

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

国金证券分析人士认为，上市公司

股东“清仓式” 减持公司股份的实际原

因和带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按照目

前相关政策法规，上述情况并没有违法

违规。公司股东减持退出上市公司多出

于股东自身的利益考虑，客观上，上市

公司可以借此契机进行公司治理、股东

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但从投资者角度来

讲， 股东清仓退出或将影响公司股价

表现。

背后规律需把握

查阅新朋股份公告发现，郭亚娟的减

持动作很“坚决” ，甚至有点“不惜成本”

的感觉。公告显示，其减持均通过大宗交易

实现，减持均价相对偏低。“股东清仓出场

现在的策略有点变化了，虽然减持时想多

套现，但要注意避嫌和稳定投资者的情绪，

减持的愿望强烈的话，就会选择低价少赚

点、减持期拉长一点的方式出去。 ”某新晋

上市公司股东称。

不过， 也有部分上市公司以“高送

转” 、“重大资产重组”等利好消息推高公

司股价， 进而掩护上市公司股东大幅进行

减持； 此前还有上市公司股东借力公司定

增购买热门概念资产实现“高回报式”清

仓退出。据悉，上述情况已经引起监管部门

的高度关注。

对待减持的“谨慎情绪” 也在市场

中 “蔓延” 。 远方光电2月2日发布公告

称， 公司董事长潘建根正式书面承诺称

所持股票在3月29日解禁后，12月31日之

前不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上述国金证券人士认为，面对上市

公司减持以及“清仓式” 减持的“风

潮” ，市场需要把握一些基本规律。 首

先，IPO开闸后大批新股上市， 监管层

收紧老股转让的情况， 造就了一批急

于在股票解禁后减持的股东， 这部分

股东可能会选择短时间清仓退出的模

式，这种趋势在创业板、中小板公司中

更为明显， 股东都希望借上市获得高

收益回报且不希望资金长期沉淀在公

司；其次，股东的减持甚至是清仓退出

对上市公司来讲并非都是坏事， 股东

减持股份客观上造就了公司股份新的

流动性， 大宗交易的模式也有望吸引

新的股东进入，部分“家族色彩” 较浓

的上市公司还可以借股东减持甚至退

出规范公司治理。

威创股份大股东

拟向和信融智转让股份

2月5日晚，威创股份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威创投资拟在3个月内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的股份转让给江西和

信融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 减持后，威创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不低于44.6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维持不变。

市场人士指出，和信融智是上海和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

业，随着其持股比例的增加，未来威创股份有望在教育领域并购方面

获得和君咨询的更大支持。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和君咨询是和信融智的企业法人股东。 早在

2014年7月下旬，威创股份宣布控股股东减持5%股份，受让方之一即

为和君咨询。 威创股份2014年三季报显示，和君咨询持股3613万股，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黎宇文）

超弦科技510万元参设子公司

超弦科技（430522）2月5日晚公告，公司拟与段毅勍、徐元

源、张阳共同出资在长沙市高新开发区设立控股子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51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00%。

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通信设备、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铁路

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等的制造。 超弦科技称，本次投资有利于促

进公司在相关区域的业务更快更好的发展。（汪珺）

昆仑万维获授权

开发“愤怒的小鸟” IP手游

昆仑万维2月5日晚公告， 公司2月3日与Rovio� Entertainment�

Ltd.签订了《“愤怒的小鸟” IP手游开发授权协议》。 Rovio在中国独家

授权昆仑万维“愤怒的小鸟” IP，进行IOS以及安卓版本手机游戏开发，

授权期限三年。 授权期间，昆仑万维享有“愤怒的小鸟” IP手机游戏在中

国的独家开发权利，同时与Rovio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共同运营

以上游戏。 昆仑万维获得游戏净收入的40%-60%。

昆仑万维称， 该授权协议有利于公司加大手机游戏自主研发的

进程，借助知名IP提升自营游戏影响力。 同时借助于“愤怒的小鸟”

在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份额， 尤其是欧美市

场。 （李香才）

携手美上市公司

海得控制拓展工业以太网市场

海得控制（002184）2月5日晚公告， 经公司与纽交所上市公司

Belden� Inc(以下简称“百通美国” )共同协商，拟由公司和百通美国全

资子公司百通亚洲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通香港” )共同出资设

立合资公司，投资金额为600万美元。合资公司，百通香港占51%股份，

海得控制占49%股份，主营工业以太网数据交互设备及网络安全等产

品的软硬件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

根据公告，百通美国系为包括工业、企业及广播业在内的不同市

场设计、制造、销售工业通讯线缆、接插件和网络产品的企业，同时也

是致力于网络通讯及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企业。其旗下

拥有Hirshmann、GarrettCom、ProSoft、Tofina、Tripwire等涉及工

业网络数据交换、网络合规、网络安全、网络审计等世界著名产品品

牌。 其中，百通的工业网络交换机产品在全球和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均

名列第一。 百通香港为百通美国设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公开信息显示，以太网是应用最广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几乎所

有的编程语言都支持以太网的应用开发。 工业以太网技术具有价格低

廉、稳定可靠、通信速率高、软硬件产品丰富、应用广泛以及支持技术

成熟等优点，已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信网络之一。

通过借鉴百通成熟的技术和市场经验，有利于海得控制拓展国内

和东南亚工业以太网网络产品市场， 加快公司工业以太网相关产品

的本土化研发和产业化，同时提升公司在工业自动化、信息化“二化

融合” 的产业布局，全面提升 智能制造、数据交互及处理等方面的

综合解决方案能力。 （汪珺）

群兴玩具涉手游重组被否

推10转12派1元预案

群兴玩具2月5日晚公告称，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2015年第12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未获得通过。 公司股票于2月6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此前公告，群兴玩具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

式购买李波、 尹超所合计持有的星创互联58.64%股权以及以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腾讯计算机、世纪凯华所合计持有的星创互联

41.36%股权，交易完成后，群兴玩具将持有星创互联100%股权，交易

总价14.4亿元。

群兴玩具当晚还披露了年报高送转预案， 公司2014年度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并派现1元。（汪珺）

斯太尔1.53亿元控股恒信融锂业

斯太尔2月5日晚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

有限公司拟利用1.53亿元自筹资金对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并实现控股（占51%股权），正式进军新能源领域。

斯太尔继非公开发行成功收购奥地利斯太尔后，便致力于将企业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柴电混合动力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本次投资电

池级碳酸锂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未来不排除向上下游核心环节延

伸的可能。（李香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