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上市公司拟定增情况

东风汽车澄清合并传闻

东风汽车5月6日晚发布关于合并传闻的澄清公告称，

关于东风汽车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酝酿合并事项，

东风汽车公司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该事项的书

面或口头的资讯、未向任何部门表示过此类意向，东风汽车

公司董事会亦未研究相关合并事宜。 公司股票将于5月7日

复牌。

公告同时称，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5年5月6日宣布了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东风汽车公司主要领导变动的决定，任命竺延风

同志为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免去徐平同志东风汽车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任明杰）

一汽轿车前4月销量同比降9.5%

停牌中的一汽轿车5月6日晚发布4月份产销快报。 公司

2015年4月份生产汽车22329辆，销售汽车21544辆；1-4月累计

生产各类汽车80737辆，销售各类汽车84741辆，产量和销量分

别同比下降15.5%和9.5%。

其中，MPV类汽车的产销量降速最快， 分别达42.6%和

63.8%。 不过，该车型的量并不大。

公开资料显示， 一汽集团曾于2011年做出不可撤销承诺，

将在5年内通过资产重组或其他方式整合轿车整车生产业务，以

解决与一汽轿车的同业竞争问题。（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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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动态

贷款逾期

*ST云网财产被强制执行

*ST云网5月6日晚公告称，由于未按时支付北京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其他费用，*ST云网5月5日收

到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发来的《通知函》，北京国际信托向北京

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对公司的财产予以强制

执行。

北京国际信托设立“北京信托·鑫丰理财2014006号（湘鄂

情）单一资金信托” ，以项下资金向*ST云网发放信托贷款1.3亿

元。 但*ST云网未能按承诺支付到期利息，北京国际信托宣布上

述借款提前到期，要求*ST云网支付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其他

费用。 *ST云网仍未对其履行约定的还款义务，北京信托向北京

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对*ST云网的财产予以强

制执行。

北京国际信托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为借款本金1.1亿

元、利息358万元、罚息60480元、实现债权的费用（按实际

发生额计算，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等其他

费用）。

*ST云网对北京国际信托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予以认可。

*ST云网称，北京国际信托处置两处公司抵押房产所得款项能

否覆盖公司上述贷款本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果房产处置所

得金额不能或仅能覆盖公司上述贷款本息，这将对公司债受托

管理人广发证券（为上述两处房产的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代表）

实现抵押权及获得清偿产生重大消极影响。两处房产是公司重

要资产，目前账面净值约1.63亿元。 如果上述房产处置所得金

额不能或仅能覆盖公司上述贷款本息，公司将面临大额资产损

失的风险。若本次强制执行抵押物所得资金除偿还北京信托贷

款本息外还有剩余，将全部用于“ST湘鄂债” 的后续偿债兑付

工作。 （李香才）

拟发行3亿股股份

广顺小贷将引入做市商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广顺小贷（832336）5月6日发布股票发行方案，本次

股票发行采取询价方式， 发行价格区间为1.38元/股—2.60

元/股，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3亿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7.8亿元。 公司表示，此次股票发行主要是对公司员工

进行股权激励，并引入做市商。

广顺小贷主要业务是向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法

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自然人发放贷款。 本次股票发行对

象包括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员工；符合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条件要

求的外部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

经济组织（其中包括不超过5家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

司）。 除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之外，发行对象数量合计不

超过35名。

广顺小贷表示， 本次股票发行将用于补充小额贷款

业务资本金，以应对公司业务发展的良好机遇；对公司员

工进行股权激励，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引入做市商，提

升股权分散度， 为公司股票交易方式申请变更为做市转

让做准备。

中国巨石拟募资50亿元加强海外市场布局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中国巨石5月6日晚发布非公开发行预

案。 公司拟以不低于20.58元/股的价格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24295.43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巨石埃及二期等

4个玻璃纤维池窑项目以及偿还银行贷款。

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中

国巨石进一步开发海外市场完成区域战

略布局的需要。 中国巨石希望通过此次募

集资金，进行海外投资、海外制造，以降低

经营风险。

投巨资加强海外布局

根据发行预案， 所募集50亿元资金在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4个玻璃纤维池窑

项目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其中，9.5亿元用于

巨石埃及二期年产8万吨无碱玻璃纤维池

窑拉丝生产线项目；6.7亿元用于巨石埃及

三期年产4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

生产线项目；10亿元用于巨石集团年产36

万吨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冷修技改项

目；8.8亿元用于巨石成都年产14万吨玻璃

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改项目；15亿元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指出，2014年，公司海外销售收入

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48.38%， 海外市场

已成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重点及新的利

润增长点。2013年末，公司在埃及新建并投

产的年产8万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

产线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产品除出口

欧洲及本地消化外，还销售到中东、印度等

地区， 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均达到较高水

平，部分区域出现供不应求现象。

在“布局国际化，市场全球化” 的战略

下，公司将在埃及新增建设一条年产8万吨

玻璃纤维生产线，充分利用埃及地域交通、

资源及贸易港口的优势， 使埃及成为公司

辐射欧洲、中东、印度及北非的重要生产基

地， 满足该区域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刚性

需求，同时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与区域客

户建立更为紧密、便捷的联系，加强沟通协

调和战略合作，完成公司区域战略布局，提

高核心竞争力。

通过此次募集资金进行海外直接投

资，也是公司出于降低经营风险的需要。公

司表示，自2009年起，印度、土耳其及欧盟

相继对公司生产的玻纤产品展开反倾销调

查：印度、土耳其及欧盟政府宣布向巨石集

团生产并出口到印度、 土耳其的相关涉案

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税率分别为18.67%、

23.75%和13.80%；2014年12月， 欧盟委员

会又裁定对巨石集团自中国境内出口至欧

盟的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及反补贴税合计

税率为24.80%（不含进口关税7%）。 虽然

上述地区出口销售收入对公司同期营业收

入的影响并不大， 但面对国际贸易壁垒不

断加强的形势， 公司亟需借鉴国外玻纤生

产巨头的模式， 通过海外投资实现海外制

造， 通过全球营销国际化战略规避贸易壁

垒，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抓住玻纤行业回暖趋势

此次大规模募资将帮助公司抓住全球

玻纤行业回暖和价格不断提升的趋势。

自2011年开始， 由于全球经济逐步

回暖以及各大玻纤企业纷纷启动池窑冷

修计划，行业供求关系得到改善。 2014年

下半年起， 行业内部分产品出现供不应

求现象，全球玻纤价格开始上涨，国内玻

纤企业顺应涨价潮流纷纷提价。 公司认

为， 未来国内外玻纤新建产能不会大幅

度提升， 随着国内及全球大部分地区基

础设施刚性需求回升， 玻纤行业持续涨

价趋势明显。

“一带一路” 建设也将带动国内外玻

纤需求量持续上升。 公司表示，玻纤下游需

求主要来自于建筑、基础设施、汽车与造船

及风力发电等领域，如地区排水管、饮用水

输水管和海上采油采气等管道及风机叶片

等。“一带一路” 的建设离不开基础设施投

资， 将极大地刺激包括玻纤在内的建材行

业的需求。 同时，“一带一路” 所覆盖的国

内省份如新疆、江苏、浙江、福建以及重要

枢纽城市的建筑建材、交通运输、电力油气

等行业需求都将明显提升。 公司的出口区

域如欧洲、印度、东南亚、中东及北非地区

需求， 也将在经济复苏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的刺激下不断增长。

募投项目的实施还将提升公司技术水

平，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表示，2014

年， 公司实现产品高端化战略的全新技术

平台———E7配方实现了产品批量生产，并

开始供应国内外客户。 随着技术水平升级

的步伐逐步加快， 公司亟需进行生产线的

技术改造升级以适应产品结构的升级。 目

前， 公司桐乡及成都生产基地的生产线均

存在设计年限到期、 需及时进行冷修改造

等状况， 故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用于对桐乡、 成都基地生产线的冷

修技改项目， 使两地生产线通过冷修技改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运营效率，达到最佳

生产状态。

游戏公司中清龙图拟借壳友利控股

预估增值率约23倍

□本报记者 王荣

停牌逾半年的友利控股5月6日晚公告

重组方案， 拟置出扣除货币资金外的所有

资产和负债，置入中清龙图全部股权，作价

96亿元。若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将从氨纶的生产销售和房地产业务转变为

网页游戏、移动游戏的研发及运营，公司实

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清龙图股东杨圣辉。

这意味着中清龙图将借壳友利控股。 神州

泰岳目前持有中清龙图20%股权。 公司股

票5月7日复牌。

溢价23倍收购

根据交易方案， 友利控股拟以扣除

7639.48万元货币资金外的所有资产和负债

作为拟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暂作

价198594.96万元，置入资产暂作价960000

万元。

本次重组的具体步骤为， 置出资产中

暂定价格为89983.31万元的部分与杨圣辉

所持有中清龙图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

换。资产置换后的差额，公司以5.26元/股向

杨圣辉、 神州泰岳等中清龙图股东发行

165402万股购买。

置出资产扣除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将

全部出售给公司现有控股股东双良科技或

双良科技指定主体，暂定价格为108611.65

万元， 双良科技或双良科技指定主体以现

金方式向友利控股支付。

本次交易后， 杨圣辉将获得5380万股

的友利控股股份， 占交易完成后友利控股

总股本23.73%，变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双良科技的持股比例将降至8%。

A股上市公司神州泰岳目前持有中清

龙图20%股权， 在上述交易后， 其将获得

31426万股的友利控股股份，占交易完成后

友利控股总股本的13.86%。

中 清 龙 图 100% 股 权 预 估 值 为

970216.58万元，较其母公司报表口径净资

产账面值 （未经审计）40265.19万元增值

929951.39万元，预估增值率约2309.57%。

友利控股一季度末的净资产为19.46

亿元， 按照停牌前一交易日6.85亿元的收

盘价，公司市值为42亿元。

游戏将成为主业

中清龙图主要从事网页游戏、 移动游

戏的研发和运营， 代理发行的游戏包括手

游《刀塔传奇》等。公司2014年营业总收入

128876.73万元， 净利润34802.32万元；

2015年1-3月营业总收入44510.06万元，

净利润15836.50万元。

中清龙图业绩增长强劲，2014年的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1,306.92%， 净利润增长

3514.45%；2014年末的总资产同比增长

406.99%。 其增长强劲的主要原因是，2014

年中清龙图成功代理发行了 《刀塔传奇》

游戏， 仅该款游戏在2014年贡献的收入就

达到117503.35万元，占2014年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91.17%。

不过，中清龙图自研游戏《QQ九仙》、

《神枪手》和《天龙诀》与腾讯的合作期限

即将到期，代理发行游戏中的《刀塔传奇》、

《媚三国》和《三国名将》将在未来两年内

到期。

友利控股原来主营氨纶的生产销售和

房地产业务。 氨纶行业受下游产业需求不

足和新增产能投放的影响， 氨纶价格呈现

先涨后跌态势。房地产市场也步入调整期，

各地商品住宅库存量高企。 公司2014年实

现营业收入20.14亿元， 同比下降27.19%；

实现净利润1.63亿元，同比下降58.8%。

重组之后，游戏成为主业，友利控股的

经营状况将好转。 不过，公司也在方案中指

出，如果《刀塔传奇》不能保持对玩家的持

续吸引力， 或者中清龙图后续不能及时推

出有影响力的游戏新作， 则中清龙图的业

绩可能出现剧烈下滑， 可能导致盈利预测

及业绩承诺无法实现。

联手控股股东

鱼跃医疗拟设医疗产业基金

鱼跃医疗5月6日晚公告，鱼跃医疗与控股股东江苏鱼跃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共同参与设立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重点对医疗服务、医药、医疗器械、

医疗信息技术和服务等健康及其相关产业领域内的企业进

行投资。

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总认缴出资额为10亿元，其中北京华泰

瑞合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000万元，占基

金份额的1%。 鱼跃科技作为有限合伙人（LP）对医疗产业基金

认缴出资2亿元，占基金份额的20%，鱼跃医疗作为有限合伙人

（LP）对医疗产业基金认缴出资1亿元，占基金份额的10%，鱼

跃科技与鱼跃医疗均承担有限责任， 不参与基金的日常运营与

管理。 华泰瑞合担任基金的唯一普通合伙人（GP）与基金管理

人，负责基金的日常运营与管理，负责投资项目筛选、立项、组织

实施、投资决策、投资后监督管理及投资项目退出等工作，承担

无限责任。

鱼跃医疗近年来致力于扩大医疗器械产业品类， 推进与医

械相关的资源布局与整合，进而形成医械、医药、医疗服务、医疗

互联网间有机贯通的大健康生态圈。 本次投资是实现该生态圈

建设的又一重要布局， 旨在通过该基金加速进入以临床医院为

制高点的医疗服务领域。 此次投资有望提高鱼跃医疗在家庭医

疗、临床医疗及互联网医疗等业务板块的协同效力，促使推动鱼

跃主导的健康生态圈的建立， 最终通过并购整合实现外延式扩

张。（李香才）

定增火爆 半数获大股东驰援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上市公司对后市预期乐观，定增市场

持续火爆。 Wind数据显示，2015年4月以

来两市共有约112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

其中至少有63起定增获大股东或大股东

关联方参与，至少有7家公司定增获大股

东及其关联人“包圆” 。

有私募人士指出，大股东参与甚至“包

圆” 定增，在显示信心的同时，还能以低于

二级市场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特别是以补

充流动资金为目的的定增，一些公司甚至在

公告中明确提出后续可能有收购整合动作，

大股东此时驰援，或可实现多赢。

七公司获大股东“包场”

在4月至今获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参

与的63起定增中， 以补充流动资金为目

的的有11家，进行项目融资的有25家，公

司间资产置换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有15

家，融资收购其他资产的有7家，引入战略

投资者的有3家，实际控制人资产注入的

有2家。 其中，长青集团和华丽家族等至

少7家公司定增被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包圆” 。

长青集团拟定增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10亿元， 其中3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其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

司实际控制人包揽了此次定增。 公司表

示，随着公司近几年参与全国各地的生物

质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公司的生物质资源

综合利用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的比重逐

年提高，充足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持续投

入营运资金，以拓展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

业务和燃气具业务。

华丽家族5月5日晚发布的定增预案

显示，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

公司定增募集26.565亿元，将用于收购墨

烯控股100%股份并对其进行增资、 投资

智能机器人项目以及临近空间飞行器项

目，从而实现主业华丽转型。

二级市场方面，华丽家族、长青集团

等股票复牌后， 股价均走出一字涨停板

行情。

大股东“入场” 获多赢

前述私募人士指出，大股东参与定

增可谓是一举多得，除解除上市公司燃

眉之急、为项目融资外，还可以使自身

持股比例大幅增加，巩固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有不少产

业资本大举增持并举牌那些股权分散

的上市公司，以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而大股东通过参与定增，可以以更

低的价格增持，避免控制权旁落。 以华

丽家族定增为例，此次定增前，南江集

团仅持有华丽家族7.12%的股份， 持股

比例较低，不利于南江集团控股股东地

位的维护以及上市公司的有效治理。 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南江集团对华

丽家族的持股比例将大幅度上升到

28.39%，这将强化和稳固南江集团对上

市公司的控股地位。

控股股东参与定增也表现出其对上市

公司以及所在行业的信心。 牧原股份拟向

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 钱瑛以及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定增募集10亿元， 主要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华泰

证券认为，随着行业景气度反转，中国商品

猪市场出现散养户逐步退出现象， 为牧原

股份规模扩大后的销售带来了良好的市场

环境。 公司作为行业内大规模养殖企业，对

散养户退出市场的替代效应明显。 实际控

制人本次大笔认购， 同时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彰显其对公司前景的信心，有利于实现

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

“储血式”定增引关注

受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对于现金支付的非借壳上市并购重

组完全取消事前审批的政策调整影响，A

股上市公司通过“储血式”定增募集现金

补充流动资金，再进行现金收购标的资产

的“两步走”模式逐渐增多。

4月以来推出的定增案例中共有11家

上市公司的目的是补充流动资金， 总拟募

资金额超过190亿元，其中云维股份、沈阳

机床、潮宏基、牧原股份和长青集团拟募资

规模居前， 前三者分别为52亿元、33亿元、

15亿元，牧原股份和长青集团均为10亿元。

一般而言，这类“储血式” 定增通

常针对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资金紧张或

其资产负债率高企不下的情况。 不过，

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大股东参与定增

后， 后续可能的并购整合是更大的看

点。 这类公司将成为后续并购市场上最

受关注的群体。

投行人士指出， 若并购按计划开展，

同时伴随着股价大涨，大股东往往是这种

模式下的最大“赢家” 。

潮宏基发布的定增草案显示，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

动人、机构投资者及员工持股计划，募集

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为公司未来各项业务的发展以及产业

整合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流。

国元证券也在定增募资用途中提出，

除增加公司资本金等用途外， 还将在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境内外资产

收购重组，实现区域与资源互补，推动境

外业务发展。

还有一种模式是上市公司定增除大

股东参与外，还引入外部投资者等第三方

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为公司寻找后续并购

标的。 如湘潭电化在定增公告中表示，定

增主要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同时通过引

入外部战略投资者，既有利于扩大公司整

体资本实力，也有利于公司聚合外部产业

资源，在公司主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寻找优

质并购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过，前述投行人士指出，虽然《管

理方法》鼓励现金收购，但“两步走” 的

模式并非那么简单。目前监管部门对上市

公司申请定增补充流动性在计算方式上

有诸多的限制，而且监管部门对并购的事

后审查也趋于严格。

代码 公司名称 定增目的

拟募资金额

（亿元）

参与方

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增发前持股比例

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增发后持股比例

002616.SZ

长青集团 补充流动资金

10.00

大股东

60.9306% 66.2562%

600503.SH

华丽家族 项目融资

26.66

大股东

,

大股东关联方

7.12% 28.39%

000587.SZ

金叶珠宝 配套融资

15.04

大股东

29.95% 30.48%

600062.SH

华润双鹤 公司间资产置换重组

31.46

大股东

49.12% 60.23%

300053.SZ

欧比特 项目融资

2.51

大股东

23% 27%

600858.SH

银座股份 引入战略投资者

42.02

大股东

,

大股东关联方

33.99% 62.19%

（其中员工

6.79%

）

数据来源：

Wind

以及上市公司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