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光发展拟发行40亿元债券

蓝光发展7月13日晚公告称，公

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

人民币40亿元， 发行方式为分期发

行，期限为不超过5年，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或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发

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此

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本次

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或）补充流动

资金。

蓝光发展资产负债表显示，

2012年至2014年， 随着公司规模的

扩张，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逐年增

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负债总额

分别为1974628.22万元、3781135.26

万元和4283126.47万元。 其中，流动

负债余额分别为1404645.25万元、

2636848.84 万 元 和 3437822.09 万

元， 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1.13%、69.74%和80.26%， 主要由

预收款项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构成； 非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

569982.97万元、1144286.43万元和

845304.39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28.87%、30.26%和19.74%，

主要为长期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等。 公司表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9.41%、88.32%

和85.82%，本次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

的公司债， 有利于调整公司债务结

构， 提高资产使用率， 控制财务风

险。 （任明杰）

安科生物上半年净利预增超两成

安科生物7月13日晚发布2015

年上半年业绩预报，报告期内，公司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600万元-6500万元， 同比增

长26.43%-46.75%。 去年同期，公司

实现盈利4429.18万元。

安科生物表示，上半年，公司

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经营业绩

保持稳定增长，主要产品中生物制

品、化学药品等产品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管理层加强内部管理，强化

内控，不断提高公司效益，报告期

内公司盈利水平继续保持逐年提

升的趋势。 本期预计非经常性损益

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00万元左

右，去年同期为21.10万元，非经常

性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为政

府补助款。

安科生物13日公告称， 公司于7

月10日与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股东代表签署合作意向书，公

司拟采用支付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1.125亿元收购中德美联的25%股权。

中德美联是江苏省重点引进项

目和无锡首批“530计划” 高科技企

业， 目前经营涉及生物基因测序、

DNA检测等业务， 拥有具有良好发

展潜力的业务。 安科生物表示，公司

本次与中德美联的合作，有利于公司

推进基因测序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拓展公司产品线，提升公司在生物医

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余安然）

吉电股份预计上半年业绩扭亏

吉电股份7月13日晚公告称，预

计2015年上半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约

7300万元至8300万元， 每股收益约

为0.05元至0.06元， 实现扭亏为盈。

去年同期，吉电股份调整后的净利为

-7050万元，每股收益为-0.05元。

吉电股份称， 业绩大幅攀升，主

要是报告期内国家政策性火电电价

下调的持续影响， 公司通过加强管

理，降耗提效等措施，经营成果同比

大幅增长。 具体原因有：市场煤价下

行，公司强化燃料管理，综合标煤单

价同比降低；公司部分新能源项目建

成投产， 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供电煤耗等生产运营指标得到进一

步优化； 公司加强成本对标工作，成

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取得政府供热

补贴。（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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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上半年净利预增逾20%

国投电力7月13日晚公告称，

预计公司201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20%以上。 上年同期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0.16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为0.2971元。

本期水电企业盈利预计同比增

长60%以上。 公司称，雅砻江水电锦

屏一级、 二级电站2014年下半年新

投机组在2015年上半年全面发挥效

益，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本期收到

水电增值税退税， 上年二季度开始

退税。

本期火电企业盈利预计同比基

本持平。公司称，受发电量、电价下调

等不利影响，火电企业盈利能力普遍

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本期火电企业

燃煤成本普遍下降， 基本弥补了电

价、电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去年

下半年收购湄洲湾一期火电，本期贡

献利润。（任明杰）

东方证券上半年净利预增近6倍

东方证券7月13日晚公告称，预

计201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6-58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568%-592%。

公司表示，2015年上半年资本

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公司积极顺

应行业创新发展变化的形势，遵循董

事会年初确定的经营策略，坚持“创

新、转型、发展” 的总思路，积极拓展

融资渠道，不断优化资本配置，切实

保障业务规模的提升和各项创新业

务的开展，在证券经纪、信用交易、投

资银行、资产管理、证券自营、资本投

资和境外业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良

好的经营业绩，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任明杰）

金龙机电上半年净利料增逾40倍

金龙机电7月13日晚发布半年

度业绩预增公告， 预计2015年上半

年盈利2亿元-2.1亿元， 比上年同期

增长4414.77%-4640.51%。 上年同

期，公司实现盈利442.99万元。

公司称， 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原

因在于： 一是本报告期公司继续加

强市场和客户的开拓， 微特电机订

单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导致公

司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

度增长。 二是2014年10月公司完成

无锡博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甲艾马达有限公司并购重组， 本报

告期较上年同期新增两家子公司净

利润合计约5200万元； 三是本报告

期子公司东莞金龙出售参股公司股

权取得了投资收益。

金龙机电主营超小型微特电机

和触摸屏等精密光电元器件、 组件

和模组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就

在一个多月前， 公司还发布定增预

案，拟定向增发2亿股，预计募集资

金25亿元，用于加码主业。 公司控股

股东金龙集团承诺拟认购不低于

10%的定增股份。 据披露，上述募投

项目达产后预计正常年份可实现营

业收入48亿元、 净利润4.9亿元，投

资净利润率23.67%。 若定增方案顺

利实施， 预计将为金龙机电的业绩

继续增色添彩。 （汪珺）

上市公司继续发声维稳股价

借股市回暖忙复牌

□

本报记者 汪珺

周一晚又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措施多为大股东

或董监高增持以及承诺不减持等。 随着

股市的稳定回暖， 不少上市公司在发布

维稳利好公告的同时， 也在忙不迭地宣

告复牌。

多手段稳股价

尽管市场逐渐回暖， 但上市公司公

布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依然“脚步

不停” ，主要措施包括：董事长或董监高

以个人名义或成立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承诺规定期内不减持，回购股份，推

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

大部分公司依然通过宣布增持股份

或承诺不减持来提振投资者信心。 海南

航空公告称， 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及其

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 （自首

次增持日起算）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并承诺在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同时，鼓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

工择机从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 并将

积极探索股权激励等。

新华制药称， 公司董事长张代铭已

在7月1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6%，增

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取得。 同时，公司相

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6

个月不减持公司股票。

另有不少公司通过召开投资者网上

说明会的形式， 让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

业绩、 发展战略以及维护公司股票稳定

的具体方案等。如万向德农、吉林高速将

于7月17日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公

司董事长等高管将在网上为投资者答疑

解惑。

边维稳边复牌

随着股市逐步企稳回暖， 不少此前

停牌的公司一边发布利好维稳股价，一

边宣告复牌。

自7月8日开始停牌的中路股份7月

13日晚宣布14日复牌。 公司同时发布的

维稳公告称， 将会同第一大股东中路集

团采取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包括：中

路集团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不减持公

司股票；在未来3个月内，中路集团在前

收盘价47.24元以下增持不低于200万股

中路股份股票。 公司当晚还发布多重利

好，包括：拟以不低于人民币1.11亿元出

售保龄设备业务资产， 控股子公司广东

高空风能的高空风能示范电站项目进展

顺利等。

鲁泰A、鲁泰B也将于14日复牌。 公

司同时发布回购股份预案， 计划以公司

自有资金回购A股、B股股份总金额不超

过10亿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

份价格为不高于15.00元/股，回购B股股

份价格为不高于11.80港币/股， 回购期

限自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回购决议之日起

12个月内。

同样计划于7月14日复牌的厦门信

达，在13日晚发布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

半年盈利6277.91万元-8370.55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50%-100%，主要原因是供

应链业务收益增加及相关资产处置。公司

同日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福建信达光电将

收购深圳灏天光电75%的股权，从而填补

公司在LED白光封装领域上的空白，满足

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举牌大戏将引发股权争夺战

□

本报记者 官平

市场深幅调整招来一出举牌大戏。

上周以来，资本大鳄刘益谦打响举牌第

一枪，中科招商、前海人寿、朱雀投资、

潇湘资本等机构紧随其后大肆抄底，有

研新材、荣华实业、仰帆控股、万科等十

余家上市公司被抄底举牌。

业内人士表示，各路资金之所以纷

纷举牌，—是当前股价低， 价值面临重

估；二是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分享红利；

三是部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

权地位并不牢固，预计后期股权争夺战

的硝烟将迅速燃起。

刘益谦率先扛起举牌大旗

资本大佬似乎总是在散户们不敢

买的时候出手。 7月7日，A股暴跌尚未

停歇，资本大佬刘益谦率先扛起举牌大

旗。 有研新材当晚公告显示，刘益谦掌

控的国华人寿在7月7日通过二级市场

买入有研新材5762.6384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6.86%。 伴随着强势举牌，有

研新材股价从跌停板直接拉至涨停板。

按目前股价计，刘益谦在这只股票上已

经浮盈数亿元。

继举牌有研新材后，国华人寿又在

7月8日增持国农科技419.89万股，增持

后共持有国农科技股票419.89万股，占

国农科技总股本5%， 触及举牌 “红

线” 。国华人寿称，未来6个月还将继续

增持。

刘益谦公开对媒体表示，他的财富

99%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市场有一

定的系统风险， 如果系统风险蔓延开，

所有的人都会有损失。这次进场的前提

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

行为为市场稳定起点作用。

底部明朗引发举牌“潮”

当调整进入尾声、“底部”越发明朗

时，不少机构也开始大肆举牌上市公司。

北矿磁材7月10日公告，7月9日，

中科汇通增持公司股份651.3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1%， 从而构成举牌。

中科汇通是PE巨头中科招商的全资子

公司。 在此之前，中科招商已经连续举

牌了朗科科技、三变科技、天晟新材、鼎

泰新材、大连圣亚等5家A股上市公司。

博通股份7月10日晚公告，上海朱

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朱

雀枫域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朱雀投资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通过自营账户、自

主发行及担任投资顾问的12只信托、

基金产品， 于7月9日累计增持公司股

票312万股，累计持股数量达到公司总

股本的5％。

奥瑞金同日也公告称，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湖北奥瑞金制罐有限公司

与一致行动人五道口创新股权投资

基金等对永新股份增持， 截至7月8

日，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永新

股份股票6585.17万股， 占永新股份总

股本的20.21%。

7月11日，万科A公告称，截至7月

10日， 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买

入万科A股5.5亿股， 占万科总股本的

5%。 前海人寿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增持

万科股份的可能性。

或图谋上市公司控制权

分析人士称，随着市场企稳，举牌

大戏还将继续上演。 其背后的动机，除

了为获得短期股权增值收益外，不排除

是为了图谋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容易被产业资本举牌的公司通常具

备大股东控制股权比例低、二级市场价格

低、筹码分散、公司隐形资产增值大等特

征。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此番被举

牌的上市公司多数股票市值较小， 如朱

雀投资举牌的博通股份截至7月13日的

流通市值仅有15.77亿元； 被举牌的上市

公司大股东控制权比例也较低，其中荣华

实业、仰帆控股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控

股比例均在20%以下。

中科招商先后举牌了6家上市公

司股票，对于举牌目的，其描述几乎一

致： 全资子公司中科汇通在投资市场、

融资市场和产业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

认可并看好公司的业务发展模式及未

来发展前景， 希望通过此次股权增持，

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获取股权增值

带来的收益。

业内人士表示，举牌在股权层面通

常有三个目的：一是有借壳企图，通过

大量收购流通股，以增加进一步收购大

股东股权的谈判筹码；二是为了争夺控

制权，特别是对一些大股东持股优势不

明显的公司而言；三是趁机对业内公司

进行收购整合。 可预见的是，接下来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门口“野蛮人”的

股权争夺战也将打响。

南天信息携手汇付天下拓互联网金融

□

本报记者 刘杨

南天信息7月13日晚公告称，公司7月

10日和汇付天下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汇付天下将充分发挥其支付优势，

为南天信息开展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提

供支付手段， 并利用其庞大的客户群体，

为南天信息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提供客

户资源。南天信息将充分发挥软件技术优

势，为汇付天下相关金融类软件、信息提

供技术支持，同时南天信息将在金融信息

应用、数据管理方面为汇付天下提供服务

和支持。 公司股票将于7月14日复牌。

南天信息是国内银行业十大解决方

案主要提供商之一， 是国内专业生产金

融电子化专用设备的主导厂商。 在集成

业务方面，公司与IBM、思科、AVAYA

等国际知名IT厂商建立起了长期而良

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因正在洽谈重

大合作事项，公司自7月8日起停牌。 南

天信息称， 协议的签署将为公司拓展新

业务准备良好的条件。

分析人士指出，互联网金融是大势所

趋，南天信息本就是金融行业信息化建设

的国内龙头企业，拥有优质的客户资源和

丰富的业务积累，南天信息与汇付天下结

成合作伙伴，将有利于公司快速转型互联

网金融，形成优势互补多赢局面。

点米科技拟1000万参设创投公司

点米科技（831235）7月13日

晚公告，公司拟出资人民币1000万

元投资深圳市领峰基石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完

成后，该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为1500

万元， 公司占其出资额的66.67%，

成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根据公告，新公司主要业务包

括：受托资产管理；对未上市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

业上市咨询服务。

江苏点米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外

包，主要服务包括劳务派遣、人力

资源业务流程外包、 海外人才服

务。 公司称，参设创投公司主要为

了拓展经营范围， 增加新的利润

增长点。 （汪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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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赴恒生电子核查有关线索

公司避谈被约谈一事

□

本报记者 王荣

“非常感谢关注，就此问题，我们确

实无可奉告。 ” 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就

有媒体报道证券监管当局7月13日上午

突访恒生电子杭州办公大厦约谈公司多

位高管一事，致电恒生电子得到的公司

相关负责人的短信回复。

但是，13日晚证监会官微“证监会发

布”刊出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称：

“今天，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力量赴恒生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有关线索，监督

相关方严格执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7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清

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

见》。7月13日早上7点30分，恒生电子发

布公告称，严格按照《意见》等法律法规

和监管政策的要求进行清理整顿，规范

相关业务活动，并批驳有关恒生HOMS

工具导致股市动荡的观点。

HOMS系统被用于配资

有部分市场人士认为，HOMS系统

为配资提供通道， 是导致本次股市动荡

的重要原因 。 而恒生电子公告称，

HOMS只是一个为私募基金开发的技

术工具。 公司于2012年5月上线HOMS

金融投资云平台， 其目的是为适应阳光

私募等中小资产管理机构提升投资交易

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的需要。

但据募旗汇金资产公司首席顾问周

思介绍，恒生HOMS系统的一个主要功

能是可以将一个证券账户下的资金分配

成若干独立的小单元进行单独的交易和

核算，业内简称为伞形分仓功能，也就是

股民常说的拖拉机账户。 配资公司通过

与券商合作， 以委托资金管理或收益互

换为名提供杠杆交易， 母账户采用恒生

HOMS系统直接与券商连接，子账户分

给个人操作，约定融资的年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6月30日披露

的数据， 场外配资主要通过恒生公司

HOMS系统以及上海铭创和同花顺的

系统接入证券公司进行操作。 三个系统

接入的客户资产规模合计近5000亿元，

其中，HOMS系统约4400亿元， 上海铭

创约360亿元，同花顺约60亿元。

恒电电子公告显示，6月15日到7月

10日，HOMS系统总平仓金额仅为301

亿，占两市单边总交易比为0.104%。 其

中， 第一周平仓金额为37.07亿， 占比为

0.042%；第二周为65.11亿，占比为0.105%；

第三周为149.9亿，占比为0.19%；第四周

为49.38亿，占比为0.081%。

其他系统尚未接到通知

媒体报道援引恒生电子内部人士

称：“肯定不止查我们。 归根结底，监管

层是要对场外配资拿出一个合理的整顿

方案。 ”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此致电同花顺，

同花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公司并没有

接到监管机构的通知。 与恒生电子的系

统比起来，同花顺做的量较小，且6月份

就已经关闭了。

就在7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

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

见》， 要求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

活动， 明确券商须规范信息系统外部接

入，严格落实证券账户实名制。其中特别

规定，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等相关方，直接

或者间接违法从事证券活动的， 应当清

理整顿。

恒生电子公告表示， 将严格按照

《意见》 等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的要求

进行清理整顿，规范相关业务活动。

但就媒体报道监管层约谈公司高管

一事， 恒生电子方面回避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要求， 且截至记者发稿时也未发

布相关公告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