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30亿组建中航精密铸造公司

中航工业整合航空发动机业务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航动力、 中航资本4月14日晚双

双公告称，为了破解我国航空发动机瓶

颈，中航动力及子公司、中航资本子公

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单

位将共同投资发起设立中航精密铸造

科技有限公司，总出资额29.47亿元。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高端制造业领

域“皇冠上的明珠” ，也是制约我国航

空事业发展的短板。此次中航工业集团

整合旗下航空发动机业务，针对性地解

决我国航空发动机精密铸造性能差这

一瓶颈，未来中航工业推动航空发动机

业务整合动作值得期待。

整合航空发动机业务

公告称，我国航空发动机精密铸造

产品技术性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已经

成为制约我国航空发动机向着更高层

次发展的瓶颈。 为突破这一瓶颈，控股

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拟对下属中航

动力、沈阳黎明、贵州黎阳、南方集团4

家发动机主机制造企业的铸造相关业

务进行整合，组建中航精密铸造科技有

限公司。

其中，中航动力及子公司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贵州黎阳航空动

力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

团）有限公司4家发动机主机厂，以旗下

的精密铸造公司资产出资14.13亿元；中

航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顺

义100亩土地使用权出资1.24亿元；中

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亿元；

上海安帝投资中心、深圳市明诚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10.10亿元。

中航精密注册资本20亿元，主要从

事各类飞行器动力装置、 第二动力装

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精密铸

造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营销

和售后服务等业务；从事航空发动机技

术衍生精密铸造产品的研发销售等。

中航动力称，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

航空发动机精密铸造产品的技术性能，

探索解决航空精密铸造产品制造技术

发展自主创新模式存在的体制、 机制、

制度上的不适应，有效提升航空发动机

精铸技术能力，形成产业化发展优势。

航空发动机拉动万亿市场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高端制造业领

域“皇冠上的明珠” 。当前世界仅有英、

法、美、俄、中5国可独立研制航空发动

机。不过，我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目前

的民机发动机全部来源于国外进口。

航空发动机专项也是我国近年来

在持续推动的重点项目。2015年政府工

作报告首次将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制造列入报告，体现出国家空前重视程

度。 业内认为，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重大专项有望超预期，成立单独的发动

机公司将是大势所趋。

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产化替代的

推动下，发动机产业有望获得国家千亿

元以上的专项资金。 海通证券研报认

为，预计未来20年我国航空发动机及燃

气轮机需求超2万亿元。其中，军用航空

发动机市场需求约3000亿元，配套服务

需求约5000亿元；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

需求约9000亿元， 配套服务需求约

6000亿元； 燃气轮机市场需求约2750

亿元，对应服务需求超过2550亿元。

去年盈利43亿

*ST凤凰欲申请恢复上市

*ST凤凰4月14日晚发布2014年

业绩快报。 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9.82亿元，同比下降27.49%；实现净利

润43.07亿元， 同比增长195.41%；基

本每股收益4.26元。

公司表示， 净利润转正主要是因

为“破产重组收益增加及结构优化经

营盈利能力增强” 。 由于业务结构优

化， 营业成本减幅远大于营业收入减

幅，经营情况同比转好。收入同比减少

主要是航运市场运价下滑以及船舶资

产处置运力减少。

因连年亏损，*ST凤凰于2014年5

月16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表示，将于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规定向深

交所申请恢复上市。深交所网站显示，

*ST凤凰2014年年报预披露日期为4

月28日。

公司同时发布今年一季报业绩

预告，预计一季度盈利150万-350万

元，同比下降78.17%-90.64%。 主要

是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煤炭和铁矿石

运价持续走低， 公司净利润同比下

降。 （欧阳春香）

力挺医疗信息化

海南海药为重庆亚德担保

4月14日晚， 海南海药发布公告

称， 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人民

币15000万元提供担保。 海南海药强

调， 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重

庆亚德医疗信息化的市场推广及中标

项目实施。

担保议案内容显示，海南海药为

重庆亚德担保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

起3年， 重庆亚德将根据资金使用需

求情况与相关金融机构逐笔签订贷

款合同。

目前， 海南海药持有重庆亚德

13,000,000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18.57%。至2017年4月30日前，在同等

条件下， 海南海药具有优先收购重庆

亚德控股权的权利。 本次对外担保由

重庆亚德控股股东缪秦以其持有的重

庆亚德股份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海南海药透露， 重庆亚德将抓紧

时间建立各个省级区域卫生信息化平

台和卫生应急产品、地市级平台、加快

医院信息化平台产品推广， 互联网

“医事通”平台运营推广。（刘兴龙）

西山煤电首季业绩大幅下滑

4月14日晚， 西山煤电发布业绩

预计公告，公司预测2015年第一季度

业绩将同比大幅下滑。

公告显示， 西山煤电预测今年一

季度将实现净利润7104万元-9472万

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23681万元，下

降了60%-70%。

西山煤电表示， 之所以一季度业

绩出现大幅下滑， 主要是受国家宏观

经济影响，煤炭行业及下游钢铁、焦化

等行业持续低迷， 煤炭产业结构性过

剩局面未见好转。（刘兴龙）

公司 案例 目的 公告时间 所属申万行业

新希望

新希望与关联方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

司、 北京首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新希望慧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推动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建设， 促进

公司农牧业务的创新与转型

2015

年

1

月

31

日 饲料

久其软件

久其软件与控股股东北京久其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

5000

万元设立北京久其

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进一步促进主营业务与互联网业务的

融合与创新，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

2015

年

4

月

10

日 软件开发

东兴证券

东兴证券与新浪网开展合作， 正式全面

启动在互联网大数据金融领域的战略合作

布局互联网金融有利于东兴证券进一

步扩大品牌影响力，丰富业务模式

2015

年

4

月

7

日 证券

大北农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22

亿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将用于农业互联

网与金融生态圈建设项目等

符合农业产业互联网化的发展方向，

有利于公司互联网化、 类金融综合农业服

务提供商的战略发展方向

2015

年

3

月

6

日 饲料

美的集团

美的集团与京东集团旗下北京京东世纪

贸易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 双方将

进一步扩大业务合作范围和合作深度， 加强

在智能家居业务方面的合作

京东在物流配送、互联网技术、大数据

分析及智能云平台方面的优势可为美的互

联网电商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利支持

2015

年

1

月

6

日 空调

■ “新三板” 动态

中南重工收购千易志诚加码娱乐业

□本报记者 刘兴龙

4月14日晚，中南重工发布公告称，

公司拟以26,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

千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0%股

权。 此前，中南重工曾通过参股企业持

有千易志诚30%股权，此次全资收购意

欲扩大公司在文化传媒业的影响力。

加码娱乐产业链

4月14日， 中南重工与千易志诚的

股东常继红、吕威、江阴中南文化产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次交易对方中

南文化的股东为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中南重工、中植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中南重工集团是中南重工的控股

股东。

中南重工曾于2014年8月公告，公

司参股企业中南文化向千易志诚累计

增资5400万元， 取得千易志诚增资后

30%股权。 照此计算，彼时千易志诚的

估值为1.8亿元。 此次中南重工以2.6亿

元的价格全资收购，相比于半年多之前

的估值增加了44%。

工商资料显示， 千易志诚成立于

2013年11月， 目前股东及持股比例为：

常继红、吕威持股比例70%，中南文化

持股比例30%。 千易志诚主营业务为艺

人经纪与电影、电视剧的策划、投资：通

过发掘艺人、包装运作、拓展演艺机会，

协助艺人签署并履行商业合约，从而收

取佣金；同时，利用自身艺员优势，布局

电影、电视剧的策划，为演员量身定做

剧本的影视剧投资等业务。 依托一线艺

人及常继红自身在文化传媒业内的影

响力，与多位知名导演、编剧等形成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千易志诚具备较强的

精品影视剧创意及策划能力。

千易志诚实际控制人常继红为艺

人经纪领域金牌经纪人， 曾担任蒋雯

丽、刘烨、王珞丹、李小冉等多名知名艺

人经纪人。

股东承诺业绩补偿

成立不足两年的千易志诚经营情

况一般。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千易志

诚的资产总额为7342.88万元， 净资产

为1108.2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42.25

万元，净利润只有808.39万元。

不过，常继红、吕威承诺，千易志诚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00万元、3380万元和4394万元。 因任

何原因导致千易志诚2015年至2017年

任一年度的净利润未达到协议约定的

承诺数，则常继红、吕威应以现金方式

向中南重工予以补偿。

中南重工表示，公司通过本次收购

将进一步提高在文化传媒行业的市场

竞争力及公司综合实力，有效扩大公司

在文化传媒业的影响力。 其次，千易志

诚股东承诺千易志诚在收购当年实现

2,600万元以上净利润， 将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

市场人士指出， 完成对千易志诚的

整合后，中南重工将实现从中游的艺人培

训到下游的影视剧制作的产业链打通。

上市公司“互联网+” 路径多样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引发各行

业转型拥抱互联网， 一些上市公司互

联网转型已初见成效。业内人士指出，

未来各个行业向互联网转型已是大势

所趋， 围绕公司主业的转型应更切合

实际。 相对而言，从促进公司主业发展

角度出发的转型更容易取得成效。

“互联网+” 投资加速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上市公司近

期的对外投资公告发现， 产业资本对

互联网产业的投资热度正在升温。 一

方面， 本身就处于互联网产业当中的

上市公司正在加码自身产业投资，这

些投资多是为了延伸产业链； 另一方

面， 一些原本与互联网产业不搭边的

上市公司也在奋力与互联网产业融合

发展，这些公司多处于传统行业，这些

投资多是为寻求转型， 或者是寻求新

的利润增长点。 上市公司的嗅觉历来

是最灵敏的， 从中不难看出产业资本

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预期， 上市公司

正在加速拥抱“互联网+” 。

朗姿股份4月13日公告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服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增资

方式出资750万美元入股Hifashion�

Group� Inc.。 后者旗下的核心产品是

移动APP “明星衣橱” ，2012年8月上

线，目前已经拥有4000多万激活用户，

日活跃用户近400万，为国内时尚购物

类APP领军者。

4月14日，朗姿股份又宣布，服装

控股有限公司拟收购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联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06899.HK）部分股份。 联众国际是

全球领先的智力运动开发商及运营

商，已构建包含线上游戏、游戏和赛事

直播、品牌赛事运营、O2O拓展以及棋

牌运动教育等在内的内容丰富的智力

运动产业生态圈。

佳都科技4月14日也宣布，公司与

关联方新余卓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共同出资5000万元，投资广州

云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完成后

二者持有云从公司27%的股权。 云从

公司致力于研发人脸识别等智能分析

算法及产品。据介绍，受互联网银行远

程开户、“刷脸支付” 等需求催化，人

脸识别应用边界正加速扩展， 未来市

场潜力巨大。

新海宜4月14日则公告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拟向深圳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 软酷网络成立于2007

年， 是一家知识引擎研发及智能平台

运营公司，致力于为高校提供高效、低

成本的远程IT项目开发平台和人才社

区平台。

面对钢铁业的低迷， 大型钢企也

在谋求向互联网转型。 今年2月，宝钢

股份参与设立了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金融数据

处理、金融软件开发等。 随后，欧冶金

服与上海钢联又共同出资组建上海诚

融动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实施运营

动产质押信息平台。

零售业布局早

在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

景下，电商迅速崛起，这直接导致服

装、家电、百货等传统零售产业终端

消费放缓，线下客流的下滑给相关上

市公司带来冲击。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

面性，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给传统零售

业带来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给相关

公司带来机遇。 为了抓住这一机遇，

诸多传统零售业上市公司早已经开

始布局。

面对电商大潮冲击，2013年底步

步高正式进军电子商务领域， 公司计

划借助PC+手机APP+微购物商城等

线上渠道，结合线下所有门店、仓储物

流资源，实施O2O战略，公司O2O战略

日益清晰。步步高“云猴全球购” 2015

年3月3日上线，与广州保税区合作，采

用商家入驻的模式，经营品类以母婴、

保健品和食品为切入点。 预计全新的

云猴跨境购将于9月份上线。公司的生

鲜电商业务将在4月30日上线，将以独

立的APP呈现， 经营初期将以根茎类

商品为主。

四川省便利店龙头企业红旗连锁

也在推进O2O战略， 公司2014年2月

推出电子货架，12月上线IMP平台，与

顺丰和邮政等开展合作， 与腾讯微信

打造便利生活应用平台， 与第三方公

司合作推出“红旗快餐” 点餐和支付

功能。 今年3月，公司上线红旗快购和

红旗WIFI，以完善O2O体系。

在“互联网+” 战略助推下，近期

零售业实体渠道价值重塑以及跨界转

型标的股价涨幅居前， 部分公司市值

超越传统零售龙头企业。 长江证券报

告认为，国企改革机制释放，以及线上

和跨界转型战略执行， 将成为今年零

售业两大投资热点。 从跨界转型角度

来看， 零售新龙头青岛金王、 海宁皮

城、步步高值得关注，尽管这类标的估

值相比于行业其他公司已有溢价，但

转型方向适应新消费需求， 转型效果

尚未完全落地， 存在持续成长想象空

间。 上海证券刘丽指出，基于对行业长

期转型趋势的判断， 建议关注转型先

锋步步高、红旗连锁。

跨界转型须谨慎

梳理近期向互联网转型的案例不

难发现，除了零售业之外，医疗行业的

上市公司也不在少数。

比如，海南海药日前宣布，公司拟

增资参股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亚德是一家致力于医疗卫生

领域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及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的创新型企业， 主要

核心服务包括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

医院信息化产品、 医事通健康云服务

平台和卫生应急产品。 海南海药此次

增资意在布局医疗信息化和移动医

疗。 今年2月，鱼跃医疗宣布与鱼跃科

技、 吴群等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医云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互联网健

康管理服务、 智能硬件的研发及互联

网药品交易等业务。

实际上， 随着互联网浪潮来袭，

传媒、钢铁、金融、农业等各个行业都

在积极拥抱互联网，尤其是对于传统

行业来说，向互联网转型显得更为迫

切。 业内人士指出，上市公司寻求转

型将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但

是转型须谨慎， 尤其是一些 “大跨

界” 的转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将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而带来难以预

测的风险。 上市公司向互联网转型不

能只是为了“赶时髦” ，互联网只是

一种新的手段， 只能提供新的平台，

基于此，那些围绕上市公司主业实施

的转型更切实际。

中科云网可谓跨界转型失败的案

例。 靠餐饮起家的湘鄂情由于原主业

受到冲击而选择转型， 公司更名为中

科云网， 明确了其转型发展的方向定

位是大数据、新媒体服务。 但是公司转

型并不成功，其2014年业绩快报显示，

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97.75%。 目前公

司主业仍然为餐饮业， 且持续两年亏

损，现金流极为紧张，新业务能否顺利

实施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面

临暂停上市风险，“ST湘鄂债” 也可能

被暂停上市。

又如熊猫烟花宣布， 公司将转型

互联网金融， 从事以自有资产进行互

联网产业的投资和管理等业务， 公司

A股证券简称也因此从4月20日起变

更为“熊猫金控” 。 但此前，熊猫烟花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熊猫烟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信息披露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就转型相关

问题进行回复。

近期部分上市公司互联网转型案例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 制表：李香才

斯太尔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

□本报记者 刘兴龙

4月14日晚，斯太尔发布公告称，

由于车桥资产剥离事项进展不顺，直

接导致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

斯太尔表示， 争取2015年5月15日前

完成车桥资产的剥离， 及时归还于

2015年4月14日到期的23,426.74万

元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无法归还

2014年8月， 斯太尔董事会同意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需

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展

的前提下， 使用公司技术研发项目募

集资金专户1.9亿元和Steyr� Motors

增资扩产项目募集资金专户4,3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国产化项目使用，使用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2014年10月， 在经股东大会批

准之后，斯太尔正式将上述两个募集

资金专户闲置资金划出，暂时性补充

流动资金，全部用于柴油发动机国产

化项目建设， 包括采购发动机零部

件、引进生产及测试设备、支付其他

费用等。这一举措促进了公司柴油发

动机国产化进程，提高了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同时也为公司节省了相应

财务费用。 目前，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暂时性补充的流动资金结余 12,

561.84万元。

然而，时至今日，募集资金已经到

了需要归还的时间， 但是斯太尔却拿

不出足够的资金， 主要原因在于车桥

资产剥离事项进展不顺。

斯太尔介绍， 公司已与重组交

易对方协商，争取2015年5月15日前

完成车桥资产的剥离， 收回股权转

让全部款项，及时归还于2015年4月

14日到期的23,426.74万元（其中募

集资金23,287.44元，专户存储累计

利息扣除手续费139.30万元） 募集

资金。

车桥资产剥离不顺

2014年6月斯太尔公告称，公司

拟以17,183 .87万元的价格出售公

司持有的湖北车桥有限公司63.28%

股权和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荆州恒丰以现金方式支付

对价。

资料显示，湖北车桥成立于2004

年2月，斯太尔持有63.28%的股权，荆

州车桥持有其余36.72%的股权；另一

交易标的荆州车桥成立于2003年5

月。 而交易对方荆州恒丰曾是斯太尔

控股股东，目前持有上市公司1450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3%，为公

司第7大股东。

让人意外的是，截至目前，交易对

方尚未全额支付上述17,183.87万元资

产交割款。 一方面，公司已根据与交易

对方达成的协议，将该笔资金作为公司

募集资金归还计划的一部分； 另一方

面，公司其他流动资金均用作推进柴油

发动机国产化进程。

东方科技“东方祥云”项目获奖

□本报记者 刘兴龙

4 月 14 日 晚 ， 东 方 科 技

（430465） 发布公告称，“东方祥

云” 项目获得2014中国 “云上贵

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最高奖。

以 “云上贵州， 数 ‘踞’ 中

国” 为主题的2014中国“云上贵

州” 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于2014

年9月14日在贵阳启动。 经过阿里

巴巴、百度等行业巨头的评选，最

终“东方祥云” 基于大数据技术

手段的“水资源，云调度” 项目在

全球 8615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

出，于2015年4月11日在总决赛上

获得本次大赛的最高奖———“云

端大奖” ，获得500万元扶持资金，

并享有政府部分数据目录优先开

放、市场优先开放、匹配基础云服

务等支持。

东方科技表示，“东方祥云” 的

获奖， 将大大加快公司大数据战略

转型的速度， 有助于公司提高品牌

和市场知名度， 有助于公司市场扩

展，对公司吸引资本、人才和业绩成

长有重大积极影响。

三峡水利首季业绩预增逾10倍

三峡水利4月14日晚公告， 预计

201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1000%-1400%。 公司去年同期净

利润为359.64万元。

公司表示， 业绩大幅增长主要

系公司电力业务利润受气候及流域

来水量情况影响较大，2014年末公

司电站所处流域来水较好， 库存水

量充沛， 致使报告期内公司低成本

的自发水电上网电量大幅度增加，

高成本的外购电量大量减少；同时，

公司强化管理， 使成本费用有一定

幅度下降。

公司此前发布了2014年业绩预

告， 预计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0%

-50%。业绩增长的原因也是公司水电

站所处流域来水较好。（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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