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纺股份正与南京证券全体股东沟通

□本报记者 丁菲

3月2日，南纺股份召开网上投资者交流会，

就公司与南京证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交流与沟通。公司称，此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具体方案、交易对方尚在论证、沟通中，一

旦具备条件，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审议并及

时披露重组预案或草案。

南纺股份董事长徐德健表示， 公司亟需转

型，寻求新的经营业务及利润增长点。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南京证券股权， 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

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

南纺股份介绍，目前，公司正与南京证券全

体股东就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持续论

证、 沟通， 所有有意向的股东尚需履行相关决

策、审批程序后方可与公司签订重组正式协议。

因此， 目前尚无法确定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

易对方具体范围及拟发行股份购买的南京证券

股权比例， 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

根据南纺股份此前公告， 此次重大资产重

组将涉及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标的公司拟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月拟定增募资规模前十位新三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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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细分领域投资机遇乍现

雾霾治理板块预热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欧阳春香

3月2日，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召开环保企

业家媒体见面会， 在2015年两会召开前夕对当

前环保行业热点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与此同时，

A股环保板块春节后连续收获“开门红” ，3月2

日更是创下近6个百分点的涨幅。

业内分析指出， 当前雾霾治理进入“深水

区” ，随着政策落实力度以及公众参与热情的加

大， 治理的阵地开始触及源头以及深层次的体

制问题， 这意味着未来的大气治理领域将涌现

一些新的投资“蓝海” 。

综合市场分析人士观点， 在雾霾治理向纵

深推进过程中， 政策机制的完善将催生出一系

列环保投资新主题， 一些新的细分领域诸如煤

炭清洁化利用、 机动车污染治理等将释放出巨

大的市场机遇。

重磅政策望两会后密集出台

2015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 市场预计环保

将继续成为今年两会的主要话题。 3月2日，全国

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 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5年两会，环境商会

将代表众多环保企业提交《关于大力推广清洁

高效用煤技术提升我国能源安全》、《关于加快

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关于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等多项提案，以期对国

家的环保政策提出建设性建议。

事实上， 国家酝酿的最新环保政策正进入

密集发布期。 环保部副部长翟青2月13日透露，

备受市场期待的“水十条” 目前已经进入报批

程序，出台指日可待。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2015年至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土十

条” 、10余个行业VOCs治理的政策体系将落

地。 此外，排污权交易制度、费改税等工作也在

推进之中。

政策激励之外，法律的约束也将再上“紧箍

咒” 。 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3月1日召开的

媒体座谈会表示，2015年重点要攻克大气、水

体、土壤污染防治，着力健全立法执法、政府履

职尽责、改革环境治理、完善社会共治和强化市

场机制五大制度。切实贯彻落实好新环保法，提

高执法能力，要让环保守法成为常态。

随着环保政策加码，环保监测、执法力度加

大，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2015年节能环保

投资有望开启新主题，可以从智慧环保、第三方

治理、节能环保设备等寻找投资机遇。

中金公司分析师认为， 智慧环保将成为环

保执法、公众监督的利器。 智慧环保将物联网技

术广泛地应用于环境监测， 未来各类污染源的

数据将集成在一个平台上，为政府、公众提供清

晰的实时参照； 以往的数字环保更多基于互联

网技术，而智慧环保将进一步融合遥感、移动技

术，提升数据应用的便捷度和效率，可关注标的

包括雪迪龙、聚光科技。

第三方治理公司也值得关注。今年1月国办

印发了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意见。 目前我

国火电脱硫脱硝的外包运营比例仅约20%

-30%，工业锅炉这一比例更低，市场空间较大，

相关上市公司有国电清新等。

煤炭清洁化利用或掀波澜

粗放型的煤炭燃烧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主

要原因。 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

的报告显示， 煤炭使用对中国PM2.5年均浓度

的贡献率约为50%-60%，煤炭已经成为导致中

国空气污染最重要的来源。

专家分析认为，针对我国的国情，煤炭因其

可靠性、经济性和稳定性，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

结构在2030年前不可能改变。在通过提高能效、

降低能耗、增加其他能源供给的同时，清洁利用

煤炭将是未来中国治霾的主要途径。 叠加当前

煤炭行业脱困难题， 在2015中国煤炭高峰论坛

上， 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煤炭的清洁化

利用这一共同出路。

据悉，由工信部、财政部制定的《工业领域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近期

将出台， 初步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力争节约

煤炭消耗1.6亿吨以上， 减少烟尘排放量100万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20万吨、氮氧化物80万吨。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相关专家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可以从提高煤

炭入洗率，严控煤炭排放，加强在线排放监控等

方面提高煤炭清洁化利用。目前我国煤炭入洗率

不到40%， 煤炭洗选可脱除煤中50%-80%的灰

分，30%-40%的全硫， 以大约8-20元每吨的洗

煤成本降低煤炭对大气的污染是经济可行的。

相关券商分析师表示， 煤炭高效清洁利用

是大方向，清洁燃煤气化技术应用将从陶瓷、氧

化铝、玻璃等延伸到煤发电、煤化工、有色金属

深加工等领域，整体市场空间达万亿元。

煤炭清洁化利用上市公司如科达洁能、亿

利能源、东方电气、宝新能源将迎来发展良机。

科达洁能的清洁煤气化业务已成最大增长点，

年初以来新签多个煤炭清洁利用大单。 亿利能

源从2014年起布局“微煤雾化” 产业，开启煤炭

清洁利用业务，在增资并购天立能源后，去年下

半年即在山东、吉林、河北等省市签订微煤雾化

的合作框架（总计超220亿元）。

机动车污染治理市场将加速释放

作为雾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汽车尾气

治理的市场关注度一直较低。伴随着雾霾围城的

持续影响，市场关注热点将逐渐从燃煤电厂等传

统环保领域转向汽车尾气减排等新兴领域。

据统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机动车保有

量位于前40名的城市中， 约50%的氮氧化物

（PM2.5颗粒物的主要组成成分） 污染来自于

机动车尾气的排放， 其中深圳市机动车排放的

氮氧化物占到了全市排放量的56.4％。 在民用

车辆里， 大型客车和重型货车排放的氮氧化物

约占机动车排放氮氧化物总量的70%。

2014年环保部发布的《2013年机动车污染

防治年报》 明确将机动车尾气排放列为全国城

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

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特别提出了强化

移动源污染防治及具体措施。 全国工商联环境

商会相关专家介绍，按照尾气排放标准分类，国

三标准机动车占整个汽车保有量的一半左右，

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及PM颗粒物等大气污染源

占据污染物排放总量的30%以上， 而国四级以

上标准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占比不到10%。 未

来进一步推进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升级， 是机

动车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头戏。

市场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 尾气排放标准

升级将带动机动车环保产业链从前端到后端的

一系列升级改造步伐。 前端车用燃油品质提升

是其中一环，而后端汽车排放终端的清洁化，包

括汽车发动机的节能改造，也是同等重要一环。

上述专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长远来看，发

动机节能与清洁是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的根本

解决方案， 但短期之内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推

广还不成熟， 目前可看好内燃机优化方面的轿

车柴油化、运输车天然气化等机会。

轿车柴油化指的是在乘用车尤其是轿车上推

广使用新型环保柴油燃料系统， 而运输车天然气

化指的是在运输车上推广使用天然气燃料系统，

主要是出租车CNG化，重卡、客车等LNG化。 据

国金证券研究测算， 假设柴油化的比例提高到

10%，按照乘用车柴油发动机平均售价2万元/台

计算，对应的市场容量高达300亿元。而随着LNG

客车和重卡车占比不断提升， 对应发动机领域的

市场空间约为70亿元，车用供气系统市场空间约

为57亿元，LNG加气站市场空间约为54亿元。

逾80家新三板公司2月公布定增预案

拟募资总额接近20亿元

□本部记者 傅嘉

尽管2月份实际交易日较少，但新三板公司

募资热情仍然高涨。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今年

2月份共有超过80家新三板公司公布定增预案，

拟募资总额接近20亿元， 相当多企业增发市盈

率定在20倍以上，个别企业甚至超过50倍。分析

人士表示，新三板市场流动性预期持续升高，且

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推出做市商交易， 预计今年

新三板公司的定增动作将持续频繁推出。

5家公司拟融资过亿

统计显示， 今年2月有86家新三板公司公

布增发预案，累计拟定增募资19.62亿元，虽然

和1月相比无论是融资家数还是融资规模都有

萎缩，但是考虑到2月实际交易日远远少于1月

份， 总体来看2月份新三板融资市场仍然十分

火爆。 拟融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计算机、电子制

造、专业设备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反映出当

前资金对于该类新三板公司十分看好。

86家公司中拟募资超过1亿元的有5家，其

中，平原非标拟融资达1.6亿元，兴竹信息拟融

资1.28亿元，帝联科技、仁会生物、达仁资管分

别拟募资1亿元。 这几家公司的增发预案都是

面向全体投资者，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将占大

多数，因此折价率十分可观，兴竹信息、帝联科

技、 仁会生物的折价率分别达到20%、42和

41%。 平原非标和达仁资管则因为没有市场成

交价，而无法估算，但从市盈率来看，这两家公

司的增发价对应市盈率均不高，平原非标为20

倍，而达仁资管仅为3.5倍。

随着定增次数的推进和业绩的持续走高，

目前新三板公司的定增整体估值水平已经超

过主板。 86家公司中，有接近20家公司增发对

应市盈率超过了20倍，芯邦科技、楼兰股份、一

铭软件等公司的增发估值甚至已经超过了100

倍。 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反映出机构投资者对

新三板公司业绩成长性看好，也从侧面反映出

市场泡沫已经显现。

市场或长期热情高涨

去年以来， 随着多数新三板公司业绩的

成长和新三板市场流动性的释放，新三板定

增市场展示出空前的热度。 分析人士认为，

和A股公司相比， 新三板公司的增发制度非

常灵活。 “不超过200人不需要走会里审批，

可以同时平行做多个增发等优势，使得新三

板公司的定增非常好做。 ” 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有的公司最快能够一个多月从头到尾完

成一次增发， 这样的速度在A股市场是不可

想象的。

“不少公司在挂牌后，需要激励团队，于

是， 在做市之前先增发一批给原有的团队，

另外再增发一些相对高的筹码给做市商。 这

样的做法，在业内已经非常常见。 ” 上述人士

表示，这就需要做两轮增发。 去年随着做市

的企业越来越多， 新三板的流动性开始释

放。 从市场表现来看，做市对公司的股价表

现有非常明显的帮助，因此，公司自身对定

增的动力需求十足。 另外，新三板存在不少

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 也是资金围猎的目

标。 “不少好公司的增发， 很快就被资金秒

杀，业内已经见怪不怪。 ”

一位市场人士表示， 就市场的趋势来看，

目前做市的热潮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市场对

新三板流动性预期的持续升温，加上相关公司

后续业务发展的需要，今年新三板仍然会是一

个“融资大年” 。

海康威视：“安全门” 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报记者 傅嘉

海康威视3月2日召开机构投资者交流会议

并发布公告，以回应近期“安全门” 事件。 公司

表示，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采取措施，此事件对

公司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指

出， 黑客持续的攻击和用户本身没有对默认密

码进行修改，是导致该次“安全门” 事件的两个

重要因素。但从中长期来看，该事件能够使得业

内对信息安全的问题更加重视， 并将加速物联

网安全和智慧城市安全标准的出台， 有望进一

步开启网络安全千亿的市场空间。

提高信息安全认知

通过海康威视之前的一系列公告和本次公

告可以发现， 黑客持续的攻击和用户本身没有

对默认密码进行修改，是导致该次“安全门” 事

件的两个重要因素。

海康威视管理层表示，“公司之前采取的一

些挽救措施，都是业内的先例。但在处理黑客攻

击事件中， 海康威视意识到发布公告要求用户

修改初始密码、进行产品固件升级的做法，并不

能确保所有用户均得到通知， 不能实现漏洞修

补工作的有效开展。 公司又通过在产品包装中

增加《修改初始密码警示》卡等多种手段提醒

用户修改初始密码。 ”

有业内人士表示，口令问题的责任虽不在海

康，但此次事件也暴露出公司在一些应急响应机

制上仍然存在缺陷。另外，业内对“弱口令” 的危

害意识不够，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之前类似因没

有修改默认密码而导致IP被劫持的情况，在一些

家用互联网路由器网络中已经屡见不鲜。

一位机构人士表示， 此次事件可以使得业

内更加重视信息安全的问题， 对于行业来说是

利好。海康威视是业内龙头，专网领域的产品较

多，此次事件对其业务的影响有限，反倒是可以

给海康威视的民品业务提个醒。

“安全门”事件始末

2月27日，江苏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处发出

《关于立即对全省海康威视监控设备进行全面

清查和安全加固的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

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部分设备已经被境外IP

地址控制。” 在当前信息安全被业内广泛认知的

当下，该事件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这起事件并非突然而至。 海康威视公告介

绍，2014年8月19日，海康威视DVR、NVR产品

的返修数量非正常升高，发现系网络攻击导致。

经排查， 被攻击的设备均应用于互联网且未修

改设备初始密码。 公司迅速向公安机关、国家计

算机应急响应中心浙江分中心等主管部门通报

了有关情况， 确认是针对海康威视产品的恶意

攻击行为。 海康威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

理，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于2014

年9月2日立案侦查。

海康威视表示， 公司随后发布了针对已售

产品的固件升级程序。 同时，公司公告了《设备

互联网安全防范须知》，要求用户务必修改初始

密码。

但是2014年8月19日至今，黑客持续利用美

国、瑞典、荷兰等境外服务器资源实施攻击，案

件仍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江苏省公安厅发

文所指 “海康威视部分设备已经被境外IP地址

控制” 就是前述黑客攻击事件在江苏省的呈现。

TCL集团去年净利增五成

TCL集团3月2日晚披露2014年年报。2014

年，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1010.29亿元，同比增

长18.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50.93%至31.83亿元；每股收益0.348元。公

司拟以2015年2月27日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

TCL集团表示，2015年， 公司整体目标是

集团营业收入增长18%， 其中海外收入增长

25%。 主要产业及产品的产业及市场地位稳步

提升， 其中， 彩电力争全球市场份额前四名，

TCL品牌中国市场份额第二； 手机总销量全球

市场份额第五，中国区市场份额要有明显提升；

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市场份额继续提

升。 可运营用户数量及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其

中，TCL智能电视激活用户增长不低于50%，日

均活跃用户增长不低于100%，TV+智能电视

运营模式在海外落地取得进展；TCL/Alcatel

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用户增长不低于200%；实

现来自服务业务的收入增长超过产品业务的收

入增长。（郭力方）

生鲜乳价格大幅下降

天润乳业中止资产重组

天润乳业3月2日公告，公司近日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公告称，鉴于近期国际、国内生鲜乳市场环

境变化引起生鲜乳价格出现大幅下降， 导致本

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基础发生改

变，标的公司拟相应对盈利预测做调整。 因此，

此次重组拟对标的资产重新进行盈利预测，并

由审计机构重新出具相应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天润乳业9月29日晚公布收购草案， 公司

拟向兵团乳业集团发行1405.83万股购买其持

有的天澳牧业100%股权。（王荣）

本人受聘担任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作如下声明：

一、本人身份符合《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暂行办法》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不存在

任何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

情形。

二、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其法

律责任。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将保证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并愿承

担因不实声明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王继忠

2015年 2月 27日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名称 预案公告日 增发价格

市盈率

（最新年报）

折价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资

（亿元）

平原非标

2015-02-03 11.00 20.37 0.00 1,600.0000 1.6000

兴竹信息

2015-02-13 8.00 14.81 -20.55 1,600.0000 1.2800

帝联科技

2015-02-17 14.80 41.11 -42.35 700.0000 1.0360

达仁资管

2015-02-16 1.00 3.45 0.00 10,000.0000 1.0000

仁会生物

2015-02-10 25.00 -- -41.42 400.0000 1.0000

康泽药业

2015-02-17 8.00 -- 0.00 1,200.0000 0.9600

德鑫物联

2015-02-17 13.80 50.46 -4.56 600.0000 0.8280

环保

1 2015-02-16 1.46 -- 48.98 5,600.0000 0.8176

一铭软件

2015-02-10 20.00 125.00 -43.00 300.0000 0.6000

壹加壹

2015-02-10 6.50 11.61 -33.67 850.0000 0.5525

维珍创意产品

获工行推广使用

3月2日晚，维珍创意（430305）发布

公告称， 公司于近期接到中国工商银行

《自助银亭项目审批结果通知书》，公司自

主研发的产品经工商银行总行集中采购审

查委员会审议通过， 在中国工商银行全行

系统内（包括36个一级分行和401个二级

分行）推广使用。

维珍创意表示， 工商银行作为国内最

大的商业银行, 拥有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

和自助设备，该项目的中标将对公司2015

年业绩提升和行业拓展产生积极影响。

维珍创意是目前全国最大的ATM形

象产品供应商， 主要从事ATM形象产品

的设计、研发、生产、运输、安装及售后服

务。 （刘兴龙）

■ “新三板” 动态

江苏索普董事长

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江苏索普3月2日晚公告称，董事会近日获

悉，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公司董事

长尤廉以涉嫌受贿罪依法逮捕。鉴于上述情况，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由副董事长胡

宗贵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王荣）

云维股份

实际控制人接受组织调查

云维股份3月3日公告，公司于2015年2月28

日通过云南省纪委网站获悉， 公司实际控制人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军涉嫌严重

违纪，经云南省委批准，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公告称，和军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另外，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工作，经过有关各方沟通协商，交易

对方初步确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公司

的煤矿及相关资产， 但整个重组事项及交易方

案、交易对方、置入及置出资产等均尚未最终确

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公告的重组预案或草案为准。 预计该事项不会

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造成重大影响。（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