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中富被罚款30万元

前期因信披出现严重违法违规问题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ST中富(珠海中富)，2月10日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对公司处以30万元

罚款，涉案的多位公司高管也被处罚。

证监会认定，珠海中富2012年12月10日临时信息披

露对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误导性陈述，违反了《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另外，珠海中富2012年12月25日

临时信息披露和向监管机构的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

两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分别涉及到珠海中富

时任董事长陈志俊，副总经理招镜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为总经理王玉玲、董事会秘书陈立上。

证监会责令珠海中富改正，给予珠海中富警告，并处

以30万元罚款；对陈志俊、招镜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万元罚款；对王玉玲、陈立上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

元罚款。（傅嘉）

常山药业拟10转15股派0.85元

常山药业2月10日晚发布年报高送转预案， 公司

2014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及派现0.85元。

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长高树华提议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5股， 同时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8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1601.56万元。

公司此前预计2014年度净利润为1.15亿-1.38亿元，

同比增长0-20%。 （欧阳春香）

同方国芯2014年业绩同比增长11.68%

□本报记者 傅嘉

同方国芯2月10日晚披露2014年年报。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公司收入和业绩分别

同比增长18.11%和11.68%。 各项子业务稳中

有升，符合业内之前的判断，其中市场最关心

的金融IC卡芯片已经处于小批量供货阶段，

2015年出货量将进一步提升。

集成电路业务放量

2014年度，同方国芯实现营业收入10.8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1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04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了11.68%。其中，集成电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9亿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1.94%。 石英

晶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94亿元， 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17.88%。 同方国芯2014年集成电路

业务在总业务中的占比有显著提高。

分品类来看， 公司去年SIM芯片出货约

11亿只，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20%，体量增

长迅速 ； 市场最关注的金融 IC卡芯片，

THD86系列产品已经在多家商业银行开展

试用试点，实现了小批量供货，并在PBOC3.0

国密多应用金融IC卡示范项目中成功应用，

2015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出货量会继

续扩大。 公司新一代THD88系列芯片已经完

成开发，该产品具有更明显的成本优势，2015

年将完成安全资质认证，并实现批量销售。

不过， 公司晶体业务的销售量和生产量

和2013年相比均有10%左右的跌幅。 晶体业

务的一大亮点是蓝宝石LED衬底片产品获得

台湾客户认可，开始批量供货。

一季度业绩或增35%

同方国芯年报显示， 公司2015年度重点

工作有两大看点： 一是积极寻求核心业务的

外延式成长，二是加强市值管理工作，重视股

东回报。

公司2014年已经在蓄势为外延拓展做准

备：公司先后设立了多个子公司平台，还以战

略投资者的身份投资了公司下游的芯片制造

商———港股上市公司华虹半导体， 并拟以自

有资金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同芯

创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预计，2015年一季度， 公司净利润

区间为4950万元至6683万元， 同比增长

0-35%。 公司表示，传统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新产品正逐步进入市场，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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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上交所就江泉实业叫停重组下发问询函

江泉实业主动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

料一事，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

月

10

日，江泉

实业公告，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问询

函，公司被要求就重点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和

披露。 上交所要求，江泉实业补充披露盈利

预测补偿异议涉及的交易对方、具体原因和

异议理由，同时说明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补

偿协议的约定条款。 上交所还敦促公司披露

标的资产

2014

年盈利预测的完成情况， 并说

明盈利能力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于撤回重组申请材料事项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上交所要求，江泉实业披露名单，并自

查预案披露复牌后至

2015

年

2

月

2

日期间内幕

知情人对股票的买卖情况。 同时，说明后续推

进重组的具体工作安排，以及是否可能修改重

组标的资产的盈利补偿承诺。（万晶）

标的业绩难达预期

上市公司频频叫停并购重组

□本报记者 万晶

并购重组标的的高成长神话正在破灭。

由于并购标的业绩不达预期，或与交易方就

业绩承诺未达一致，多家上市公司主动叫停

并购重组。

业内人士指出，上市公司并购标的业绩

承诺常常有吹牛之嫌， 随着实体经济下滑，

一些标的实际业绩下滑态势明显。 此前，有

数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会失败，监管层对

于并购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也更加关注。 因

此，上市公司宜谨慎出手。

主动叫停者增多

年初以来，已有数家上市公司主动宣布

停止重组，包括江泉实业、鲁北化工、福建金

森、宜华木业、星河生物和苏宁环球，叫停理

由或是拟并购标的业绩未达预期，或是业绩

承诺未谈拢。

2月4日， 鲁北化工叫停重组， 原因是

“重组标的业绩未达预期” 。 重组标的金盛

海洋之前预期的业绩是2014年至2016年扣

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244.13万元、

7652.01万元和8073.34万元。 但金盛海洋连

第一年的“业绩考核” 都未能通过，其2014

年扣非后净利润约3300万元，不足当初承诺

业绩的一半。 2015-2016年的业绩承诺也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江泉实业近期主动向证监会撤回重组

申报材料， 原因在于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

预计业绩承诺未能达成一致。 2014年9月，

北京唯美度拟借壳江泉实业上市。 江泉实

业2月9日表示，借壳方唯美度的部分原股

东对于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承诺提出异

议，要求减少承诺义务。 各方僵持不下，只

得先把已经递交的方案撤回。

福建金森2月7日宣布并购连城兰花失

败。 原因在于交易对象认为盈利补偿条款过

于严厉，提出异议。同时，近期国内经济增速

放缓，担心难以完成盈利承诺，引发赔偿义

务。 因此要求减少或取消盈利补偿义务。 双

方出现了较大分歧。

在此之前，已有苏宁环球、宜华木业和

星河生物主动终止并购事项。 苏宁环球1月

17日公告， 鉴于上海泓霆影业有限公司未

能达到承诺利润， 全资子公司苏宁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终止并购事项。 星河生物1月7

日公告，拟并购标的洛阳伊众在2014年1至

11月实现净利润3500万元， 预计全年实现

净利润与业绩承诺将存在较大差距，“育肥

牛生态养殖基地” 无法正常投产以及新乡

基地无法按预期盘活，2015至2016年业绩

承诺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决定终止与

洛阳伊众的重组项目。

业绩承诺能否实现成关键

上海一家券商投行部人士表示，从并购重

组反馈意见中可以看出， 监管部门对标的资

产的预期业绩也较重视，常要求公司解释业

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及业绩承诺方的履约能

力。 这也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行为。

2月6日，万好万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案未获证监会并购重组委通过。 证监会否定

万好万家的重组方案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未来存在较大

整合风险” 。万好万家拟并购的兆讯传媒、翔

通动漫、 青雨影视3家公司属于不同的业务

领域，且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未来存

在较大整合风险，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近期证监会还以“标的资产盈利不确定”

为由否决了群兴玩具的并购。群兴玩具之前拟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手游公

司星创互联100%的股权，收购价为14.4亿元。

星创互联的盈利持续性问题曾经被市场质疑，

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单款游戏《全民英雄》，该

款游戏2012年、2013年、2014年前5月的净利

润分别为-203.97万元、-699.20万元、6363.08

万元，盈利不稳定。

并购标的业绩不达预期，近期已出现上

市公司饱尝业绩拖累的苦果。中青宝2014年

度业绩预告净利润为2602万元至4133万

元，同比降幅为19.01%至49.01%。 业绩惨淡

与收购标的不达标有着密切关系，之前收购

的苏摩科技2014年1至9月实现净利润512

万元，离业绩承诺相差甚远。

禾盛新材则宣布修改2014年业绩预告，

预计亏损1.4亿至1.7亿元。 拖累禾盛新材的

正是其2014年巨资购入的金英马影视，之前

股权出让方曾承诺，2014年至2016年金英

马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1.35亿

元和1.69亿元。 而今金英马无法完成2014年

业绩承诺，且出让方和金英马均没有能力履

行利润补偿承诺，禾盛新材只有对金英马长

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

广证恒生分析师表示， 越来越多的上市

公司在并购过程中遇到标的资产业绩不达标

问题，跟并购的资产质量有很大关系。不少并

购标的实际质量并不高， 盈利能力不强，有

的只是为了并购而吹起的泡泡， 时间稍长，

这些并购标的的盈利问题就暴露出来。

事实上，已有多家上市公司根据交易方

的业绩承诺要求索尝，甚至对簿公堂。 有分

析师指出， 上市公司对待并购应更加谨慎，

对盈利能力不确定的标的，及时刹车停止收

购才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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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智控拟购内燃机配件公司

春晖智控（831475）2月10日晚公告称，公司拟以

每股1.2元， 合计2376万元价格收购上虞市内燃机配件

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表示， 标的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公

司的业务将增加内燃机配件业务， 公司可在发挥管理优

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内燃机配件业务， 同时使得

公司的业务更加多元化并增强抗风险能力。 通过本次收

购将有助于提升公司业务收入， 未来上虞市内燃机配件

有限公司预期盈利性较好，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春晖智控目前的产品涉及制冷空调部件、汽车周边

部件、加油机部件等，其中主导产品包括四通电磁换向

阀系列、双（单）向热力膨胀阀系列、汽车空调热力膨胀

阀系列、ABS液压调节器系列。（傅嘉）

星美联合重组再次折戟

星美联合公司

2

月

10

日晚公告，中止重大

事项，股票从

2

月

11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重组的事项为自然人郭丛军拟

收购公司大股东上海鑫以所持公司股权并注

入其名下的浙江九好办公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的资产。 在停牌期间，双方对承诺事项的变更

及存续等问题进行了论证，由于浙江九好及郭

丛军无法对存续的承诺事项进行充分披露，双

方协商一致，同意中止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

公告还称，由于公司

2013

年、

2014

年已连

续亏损两年， 公司在

2014

年度报告披露后将

会被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星美联合上市

17

年间，

10

次更换简称，

3

次易主，

4

次重组失利，

1

次破产重组。（傅嘉）

海南航空将新开三条北美航线

海南航空2月10日在新开航线产品推介会上宣布，计

划今年6月陆续开通三条美国航线， 分别为北京-圣何塞、

上海-波士顿、上海-西雅图航线，三条北美航线将在取得

美国交通运输部批复后正式开通。其中，硅谷之心圣何塞将

成为海航在北美继西雅图、多伦多、芝加哥、波士顿之后的

第五个直达航点。 上海始发两条国际航线的开航也丰富了

海航在华东地区的航线网络。

海航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航空北京-圣何塞航线

每周五班，上海-波士顿航线每周三班，将采用波音787

梦想飞机执飞；上海-西雅图航线每周四班，均采用空客

330机型执飞。 （汪珺）

中石化配合调查郑州加油站“断供”

□本报记者 汪珺

2月10日，就近日河南郑州市油品供应紧

缺一事，中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表示，中石

化总部高度重视，10日上午，傅成玉董事长和

其他四位集团领导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紧急

召开专题会议， 决定派出联合工作组立即赶

往郑州，配合发改委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将第

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吕大鹏表示， 中石化坚决支持国家发

改委依法对此事的调查。 作为国企，宁可企

业吃亏也不让老百姓吃亏。 如果是人为造

成囤积居奇， 这与公司文化和管理规定严

重不符， 将依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相关当

事人；如果是物流配送内部调运问题，将以

此为契机，改进工作，加强管理。

吕大鹏同时称， 对郑州市油品供应紧缺

给市民带来的不便，中石化深表歉意。 同时，

总部支持郑州公司做出的推迟24小时上调

价格的决定，并积极做好油品保供工作。

2月10日零时， 国内成品油迎来近8个月首

次上涨。 但据媒体报道，油价上涨前夕，郑州不

少中石化加油站出现了“缺油”的状况，让民众

怀疑企业刻意“囤油待涨”以获取更多利润。

对此， 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相关负责人

称， 已立即要求河南省发改委派出调查组对

郑州市的有关加油站开展全面调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反垄断局也已派人赶赴郑州。 如发

现经营者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

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对于多个加油站“断供” 事宜，中国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河南郑州石油分公司9日中午

在微博上回应称，“因物流配送不到位， 造成

部分加油站汽油供应紧张， 由此给客户带来

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目前油品已全部配送

到位，请放心加油。 ”

股东“和解”

方正证券董监事27日改选

□本报记者 刘兴龙

萦绕在方正证券头上的股东争斗阴云正

在逐渐消散。2月10日晚公司公告称，此前陷入

互掐僵局的北大方正集团和政泉控股联合提

议，解除所有董事、监事职务，定于2月27日召

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此外，曾执意

单独改选董事会的政泉控股也宣布，取消原定

于2月16日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

董监事月底改选

方正证券股东纷争数月之后终于释放和

解信号， 两大股东北大方正与政泉控股双方

共同协商并达成一致，决定于2月27日召开股

东大会，将对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进行改选。

这意味着双方遵循监管意见已向前迈出了一

步。同时，湖南证监局也同意方正证券延期完

成董监事改选工作。

2月10日晚，方正证券公告称，公司董事会

收到控股股东方正集团和第二大股东政泉控

股联合送达的《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董事监事改选事宜的函》， 双方提议，解

除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职务、第二届监事会

全体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并提议董事会召集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根据股东来函，公司董事

会决定于2月27日召开股东大会。

在此之前， 湖南证监局曾责令方正证券

在2月16日之前改选全部董事和全部非职工

代表监事。 对于两股东的上述提议，2月10日

湖南证监局已批复同意公司延期至2月底前

完成董事、监事的改选工作。

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方正与政泉股东争

斗三个多月以来向外释放的第一个有利信

号， 也是双方就监管部门意见做出的积极回

应，如果后续顺利，无疑将有利于方正证券未

来的稳定健康发展。

对于董事的提名名单， 方正证券在公告

中称，方正集团提名韦俊民、汪辉文、何其聪、

何亚刚、叶林、蒋坚，政泉控股提名赵大建、陈

晓龙、何东、黄卫平为方正证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其中，叶林、蒋坚、黄卫平为独立

董事候选人。本次选举不改变董事会届次，新

任董事的任期为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的余期。

股东纷争趋缓和

2月10日晚，在方正证券公告改选董事会

的同时，政泉控股也宣布，取消原定于2月16

日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

围绕方正证券的控制权， 政泉控股曾经

与北大方正集团争夺得十分胶着。 公开资料

显示，2014年12月，政泉控股向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起诉方正证券，请求判令包括：方正

证券提供自2014年8月11日以来，公司股东名

册、历次股东会会议记录、股东代表会议签字

文件及股东会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董事会

议签字文件及董事会决议； 方正证券赔偿经

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25.55万元等。 2015年1月

6日晚，方正证券公告称，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政泉控股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申请， 要求方正证券向其支付30亿元

赔偿费用， 并表示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已经冻结方正证券自有资金17.73亿元。

随着股东之间的关系出现缓和， 困扰方

正证券经营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 2月4

日晚，方正证券公告称，为减少银行存款被冻

结对公司带来的影响，经申请，2月4日，开福

区法院向公司送达《民事裁定书》，宣布解除

对已冻结的公司银行存款17.73亿元中10亿

元的冻结， 改为冻结公司持有的盛京银行股

权、全资子公司方正和生投资有限公司100%

股权、方正和生持有的东兴证券2.69%股权。

中国中铁拟定增募资120亿元

中国中铁2月11日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拟

以不低于7.65元/股的价格， 向包括控股股东中铁工在内

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

156,862万股，其中中铁工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数量的20%。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20亿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深圳市轨道

交通11号线BT项目、 石家庄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

程BT项目、广佛江快速通道江门大道北线工程BT项目、

霍永高速公路永和至永和关段BT项目、神佳米高速公路

神木至佳县段BOT项目以及偿还银行贷款。 （王小伟）

中国神华2014年净利预降两成

中国神华2月11日发布业绩快报，2014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483.60亿元，同比下降12.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366.24亿元，同比下降19.8%；每股收益1.841元。

业绩下降原因，一是受中国煤炭行业供应宽松、限产

限销等因素影响，公司2014年度实现煤炭销售量同比下

降，商品煤平均销售价格也出现下降；二是受中国用电需

求增速放缓、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上升等因素影响，公司

2014年度实现售电量同比下降5.1%。（王小伟）

西水股份终止增资天安财险

西水股份2月11日公告， 公司原拟定增募资61亿元

增资天安财险， 通过保荐机构及律师对此次发行预案核

查之后，发现预案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监管政策的变更，

造成公司原定的主要投资者的资格需进一步完善备案程

序， 从而导致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难以依

据已披露的方案来完成。基于前述考虑，经董事会研究决

定， 终止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并取消召开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王小伟）

中国铝业

拟让出焦作万方二股东位置

中国铝业和焦作万方2月10日晚间双双发布公告

称， 中国铝业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

持有的焦作万方不超过120,000,000股股份（约占焦作

万方总股本比例的9.98%）。

目前，中国铝业持有焦作万方16.85%的股份，为焦

作万方第二大股东。 中国铝业本次转让的股份全部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拟协议转让给单一或多个受让方，本次

股份转让价格区间为9.71元/股-8.74元/股。

本次减持完毕后， 中国铝业的持股比例将下降至

6.87%，退为第三大股东。 （傅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