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讯自控拟并购亚洲电力

万讯自控9月21日晚公布收购方案， 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亚洲电力100%股权，

并向其他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深交

所需对此次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公司股票9月22

日起将继续停牌。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7亿元。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票发行价格为14.14元/股。 万讯自控本

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总数为3805.69万股。

同时， 万讯自控拟向其他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亿元，募集配套资金

的16187.50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剩余部分用于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收购方案，亚洲电力主要产品包括环网柜系列产品、金

属封闭开关设备、高压电缆分接箱、智能箱式变电站、各种先进

元器件等，环网柜是亚洲电力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亚洲电力目

前主要采用 “订单式生产” 的经营模式。 亚洲电力股东承诺

2015年至2018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300万元、5850万元、

6450万元和7000万元。

万讯自控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和先进

制造企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以快速切入输配电及其控制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公司的业务和产品结构更加丰富、

均衡，竞争优势更加巩固。（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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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超40家公司宣布回购股份

14家公司已完成回购计划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市场大幅震荡之下， 不少上市公司祭

出“回购”利器以稳定股价。中国证券报记

者统计，自6月下旬以来，两市已有超过40

家公司发布股份回购方案， 且多家公司已

开始实施或完成回购。整体来看，回购或拟

回购价格较之公告前最新股票价格均存在

一定程度的溢价， 相关公司股价将获得一

定支撑。

多公司积极推进回购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

发稿时，6月底以来发布回购股份预案的

公司中已经有威孚高科、濮耐股份、金圆股

份、海天味业、科士达等14家公司“火速”

完成了股份回购计划。

除上述完成回购计划的公司，还有16

家公司目前已经开始实施股份回购， 已回

购金额超过5亿元。 其中，已实施回购金额

较之回购计划上限过半的公司有宏图高

科、天沃科技、海思科和伊利股份，占比分

别为72.7%、74%、56%和50.5%。 回购金额

规模居前的有海思科和洲际油气， 分别为

1.12亿元和1.0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推出百亿元股票

回购计划的万科A也于上周出手。 公告显

示，公司于9月18日首次回购537.7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049%，最高成交价为每

股13.16元， 最低成交价为每股13.1元，涉

及总金额7,069.2万元。另一家拟回购金额

上限达16.01亿元的国元证券也公告称，公

司9月16日首次实施了股票回购， 实际回

购金额约2041.39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在

股价大跌之时公告回购自家公司股份，能

够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 同时也

体现公司现金流良好， 有利于增厚每股收

益，促进公司估值修复。

监管层对于股份回购的鼓励， 也是

近期股份回购井喷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

8日，证监会发布“五选一” 通知后，公布

回购方案公司明显增多。 8月31日，证监

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鼓励上市

公司兼并重组、 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

通知》 提出， 为进一步便利公司适时回

购，当股票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或者市

盈率、 市净率任一指标低于同行业上市

平均水平达到预设幅度时， 鼓励上市公

司主动回购股份。 公司可以预先设定好

触发回购的指标阀值， 同时可以选择多

种工具融资为回购募集资金， 如发行优

先股、债券等，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本

构成。 文件特别指出，当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出现上述情形时，鼓励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增持， 为上市公司回购提供资金

支持。

高溢价率支撑股价

6月底以来已公布的回购股份方案共

涉及金额超过400亿元。 目前拟回购金额

最大的是海通证券， 计划回购金额上限达

216亿元；万科A拟回购金额规模为100亿

元，国元证券、科伦药业、鲁泰A、伊利股

份、海普瑞、美的集团等公司拟回购金额均

在10亿元以上。

从总股本占比来看，绿庭投资拟回购

比例达到22.43%，占比最高。 海通证券、

鲁泰A、万科A、国元证券、科伦药业拟回

购股份占比均超过5%。 中小板和创业板

中，科伦药业、常宝股份、海普瑞、东方雨

虹、富安娜回购力度居前，拟回购比例均

超过2%。

回购预案对相关公司股价提振作用明

显。 据统计，在预案公布次日，有超过7成

的公司股价出现上涨， 超过5成的公司涨

幅超过5%，有接近3成公司出现涨停。整体

而言， 拟回购价格较之公告时最新股价的

溢价水平在20%以上， 高溢价幅度的公司

尤其值得关注。

洲际油气8月28日公布的回购报告书

显示， 公司计划以不超过18元/股的价格

回购股份，若按最高价回购，较其停牌前

最新股价7.85元 /股溢价率达到129%。

TCL集团回购价格上限为10.05元/股，较

其当时最新股价溢价153%。 徐工机械、富

安娜等多家公司的溢价幅度介于50%至

100%之间。

除了高溢价率， 部分已发布回购股份

计划的公司，还伴随有大股东增持、重大资

产重组等一系列利好， 不排除公司希望通

过“组合拳” 维稳股价甚至提升估值的可

能性。

9月15日， 智飞生物发布首次回购公

告称， 拟以自有资金择机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2亿元。 该部分回

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员工持股计划

之标的股份， 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账户。

考虑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股价的支撑

作用，此次进行股份回购显示出公司股价

或被低估。

万科的回购，在对公司股价形成支撑

的同时，还将对公司股权争夺战产生微妙

影响。9月初，华润系通过增持重新获得万

科控股权。 而首次实施回购的公告显示，

公司回购的价格在13.1-13.16元 /股之

间，这意味着若百亿额度用光，万科注销

的股份数量将超过之前测算的6.86%，最

保守估计， 华润及其附属公司的持股比例

将上升至16.42%，宝能系持股比例将上升

至16.14%。

多公司回购时限紧迫

Wind数据显示，根据公告所示期限，

目前有11家公司需要在2015年12月31日

前完成股份回购计划， 这些公司分别是洲

际油气、天沃科技、川投能源、国际实业、京

投银泰、新朋股份、万科A、坚瑞消防、伊利

股份、南京高科和江南嘉捷。

若以回购金额上限计，南京高科、江南

嘉捷、伊利股份、万科A、川投能源和洲际

油气目前已实施回购金额与其上限之差均

在1亿元以上。 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股价在

短期内还将得到有力支撑。

其中， 万科A首期回购金额仅为7069

万元，距其100亿上限目标差距较大，其首

次回购价格13.1-13.16元/股或将成为股

价的有力支撑位。

川投能源最高上限为3亿元的回购计

划，目前已经通过股东大会，但尚未开始

实施， 该回购计划将于2015年12月31日

过期。

最紧迫的当属洲际油气， 其最高不超

过9亿元的回购计划将于10月1日过期，目

前仅实施了1.04亿元。而公司9月20日公告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而申请停牌， 后续动向

值得关注。

代码 简称 最新进度 过期日期 回购金额上限(元) 已回购股数(股) 已回购金额(元) 最高限价（元/股）

600837.SH

海通证券 董事会预案

21,600,000,000 5,376,736 70,692,039 18.8

000002.SZ

万科

A

实施

2015-12-31 10,000,000,000 5,376,736 70,692,039 13.2

000728.SZ

国元证券 实施

2016-3-15 1,601,000,000 1,343,140 20,413,900 16.3

600887.SH

伊利股份 实施

2015-12-31 1,000,000,000 3,178,272 50,458,829 18.13

000063.SZ

中兴通讯 董事会预案

1,000,000,000 3,750 13,125 17.96

000333.SZ

美的集团 完成

2016-7-13 1,000,000,000 29,591,644 999,997,671 48.54

000726.SZ

鲁泰

A

股东大会通过

2016-8-6 1,000,000,000 600,000 1,206,000 15

002422.SZ

科伦药业 股东大会通过

2016-3-17 1,000,000,000 13.9

002399.SZ

海普瑞 股东大会通过

2016-2-28 1,000,000,000 1,000,000 9,749,354 30.17

600759.SH

洲际油气 实施

2015-10-1 900,000,000 13,597,090 104,831,748 18

6月底至今前十大回购方案

北信源拟募资15亿元开发跨界即时通讯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信源9月21日晚发布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公司计划向不超过5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3500万股， 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15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用于新一代互联网安全聚合通道项目和

北信源（南京）研发运营基地项目。 公司股

票将于9月22日开市起复牌。

打造新一代互联网通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

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或不低

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90%。具体发行价格将在董事会公告确定

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

报价情况协商确定。

此次募投项目中，新一代互联网安全聚

合通道项目包括Linkdood及相关基础设施

研发、Linkdood即时通信系统运营推广两

个方面。 该项目将基础网络通信、信息安全

和互联网应用在一个新平台上进行重新整

合，为用户提供商用级的社交网络安全通信

系统、合作共赢的互联网应用生态圈、互联

互通的社交网络安全通信体系、智能化的社

交网络通信系统以及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互

联网通道。

Linkdood及相关基础设施研发项目，

基于北信源即时通信系统，北信源将开发一

款安全、开放的通讯平台，能够实现多终端、

多应用间的互联互通，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通过多种设备接入，建立多网

融合的沟通渠道， 实现即时通信、 电话、传

真、数据传输、音/视频会议等众多应用服务

的平台级统一使用。 在此基础上，公司将研

发“路由+服务+用户” 的创新社交网络通

信体系，实现不同属主、不同架构社交网络

系统的互联互通。 同时，在各种形式的社交

网络通信中嵌入智能机器人，实现基于会话

内容的对话助手、问题提取与分析、远程协

助和安全审计。

连接即时通信应用

即时通信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应用，不论

从用户规模还是使用频率来看，均远远领先

于其他应用。根据《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15年6月，

即时通信类应用的用户规模达到6.06亿，较

去年底增长了1850万人， 占网民总体的

90.8%，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用户5.40亿，较去

年底增长了3256万人，占手机网民的91%。

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在移动即时通信

用户中，仅使用一种移动即时通信应用的用

户占23.8%；同时使用两种移动即时通信应

用的用户占比最大，达到41.8%；同时使用

三种移动即时通信应用的用户占21.3%。 根

据数据可以看出，移动即时通信应用的排他

性较低，用户存在使用多个移动即时通信应

用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市场上存在各种即

时通信软件，大多都在一个细分领域内占有一

席之地， 用于满足用户对某一类服务的需求。

这一现状导致用户往往需要安装多个即时通

信应用， 给用户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利。

北信源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社交网络安全通

信体系， 将不同的即时通信应用连接起来，为

用户提供跨应用、跨平台的即时通信服务。

上元堂与瑞德设计牵手

□

本报记者 傅嘉

上元堂（830923）9月21日公告称，9月19日，公司与

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

拟与瑞德设计协同将沉香制品应用外延不断延伸，开拓产

品应用新市场。

瑞德设计也是新三板挂牌公司， 其打造了诸如 “方

太” 等众多成功案例，荣获“德国红点奖” 、“德国IF设计

奖” 、“美国IDEO奖” 等奖项。

上元堂表示，双方将在沉香制品、药品、保健食品、

中药饮片、医疗器械等产品及产业整合和投资方面，共

同寻找新的市场机会点，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同等条件

下，双方在沉香制品、药品、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医疗

器械等产品创新时，优先考虑对方所覆盖的领域、行业

及创新设计的执行团队资源， 以达到资源互补及共享

的目标。

公司称，本次合作可借助瑞德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

领军地位，拓展公司在沉香制品、医药制品以及医药类商

业空间的创新设计服务市场，通过技术、设计和资本的全

方位合作，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提升公司

未来的盈利能力。

步步高云猴全球购平台日订单量突破16万单

□

本报记者 李清理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步步高获悉，公司旗

下云猴网在9月20日举行的“穿越节” 大促

中，实现订单量16.32万单，交易额达1834万

元，环比增长超过20倍。

日订单的大幅增长，与当天的穿越节

活动密切相关。 所谓穿越节，就是让消费

者可以随时随地穿越到全球购买到当地

的商品。 云猴电商平台CEO李锡春介绍，

手机移动端是当天主要下单方式，占比超

过70%；湖南仍位居订单区域第一，但占

比幅度大幅下降至30%，广东和浙江分列

2、3位。

一位熟悉步步高的零售行业券商研究

员表示，因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全球优质产

品，步步高云猴全球购平台逐渐为消费者认

知。平台践行的“海内海外同价”理念，凸显

出云猴全球购要在12个月内做到行业领先

的决心。

“通过集中品类获得规模化采购优势，

全球直采则可以省去一切不必要的中间费

用，真正实现将商品低成本高效率地送到消

费者面前。 ” 步步高董事长王填表示，目前

云猴全球购主要集中在母婴、 美妆等领域，

未来还将上线生鲜品类。

王填亲任全球购“首席采购员” 。 今

年上半年以来， 王填超过一半的时间赴

澳洲、新西兰、日本等地采购优质产品，并

且与新西兰贸易中心等签订一系列战略

合作协议， 拿下大洋洲数十个优质商品

在中国的首个代理权等。“把全球最优质

的商品搬回国内。 ” 王填如是描述自己的

构想。

云猴全球购业务于今年3月3日上线，

云猴全球购移动端于今年4月2日上线。

据介绍，目前，云猴全球购已完成保税仓

建设、全球采购中心搭建，在美国、德国、

澳洲等地建立了6家海外分公司作为采购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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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股份子公司收资产引战投

□

本报记者 王荣

综艺股份9月21日晚公告，公司子公司

深圳毅能达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大唐电信持有的北京大唐智能卡技术有限

公司60%的股权。

公司表示， 大唐智能卡公司是国内智

能卡行业内极具影响力的企业， 其在智能

卡业务领域有较强技术研发优势， 在国内

电信卡市场占据较大份额。 本次股权收购

若能成功实施，有利于双方在研发技术、市

场分布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促进深圳毅能达在智能卡业务市场的分布

更加广泛全面。

根据公告， 大唐智能卡成立于1997年

11月，大唐电信持有其74.37%股权，大唐软

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5.63%股权。

大唐智能卡2014年及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

分别为1005.16万元和36.15万元。 2015年8

月，大唐电信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

方式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大唐智能卡60%的

股权。 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参

考评估结果，大唐电信本次转让的大唐智能

卡60%股权拟作价9600万元。

当晚，综艺股份还公告称，深圳毅能达

拟以引入新投资者的方式进行增资扩股。本

次增资以深圳毅能达2014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为依据，协议作价7元/股。 本次增资完成

后，深圳毅能达的注册资本将由1.25亿元增

加至1.47亿元。

根据公告，参与本次增资的投资者包括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海门

时代伯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苏州时代伯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苏州福华时代伯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产业

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博时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张伯丹等。

本次增资完成后， 综艺股份直接持有

深圳毅能达的股份比例为48.98%， 公司控

股子公司江苏高投持有深圳毅能达的股份

比例为2.041%， 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保持

不变。

综艺股份此前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江苏

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毅能达智

能卡制造有限公司拟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改制完成后，将全力推进在新三板

申请挂牌工作。

上海家化证实董事长遇袭

上海家化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文坚， 于9月18日傍晚在公司

办公楼门前，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刺伤。

上海家化官方9月21日晚间证实了此事。 上海家化方面表

示，谢文坚董事长伤情并不严重，可以继续正常工作，对公司的

日常经营管理不产生影响。但此事性质恶劣，公司已于当晚向公

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据了解，目前该不明身份男子在逃，因此还无法确定该男子

袭击谢文坚的具体原因。

资料显示，2013年11月15日，由平安信托推荐，谢文坚

通过上海家化董事会投票，成为新任上海家化董事长。 之

前，谢文坚供职于强生，曾历任血糖仪中国区销售总监，医

疗Lifescan业务部门经理、 台湾地区总经理以及中国区负

责人。

谢文坚上任后，重新梳理了上海家化的发展战略，抛出了一

份新的五年发展规划：到2018年，公司销售收入突破120亿元，

市场份额从目前的第10位上升到前5位。（黄淑慧）

万达院线与中信商业合作

万达院线9月21日晚公告称，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与

中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

将优先承租中信商业拥有及未来拥有的商业项目中的影

院业态。

万达院线表示，与中信商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将为公司扩

大一、二线城市的新项目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获得优质的

影院项目，提高市场份额，保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根据规划，万达院线2015年将新建影院40家。（傅嘉）

中珠控股

拟募资19亿元收购一体医疗

中珠控股9月21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14.53元/股的价格，向

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发行13076.39万股，购买其持有

的一体医疗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以不低于17.49元/股的价格，合计发行数量不

超过7432.82万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3亿元。 配套资金

将用于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肿瘤诊疗中心投资项目、“肿么办”

———肿瘤垂直门户平台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以及用于本次重组

的相关中介费用。其中，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肿瘤诊疗中心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58000万元。

控股股东中珠集团承诺认购金额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50%，即不低于6.50亿元。 本次交易实施

前，许德来通过中珠集团间接持有公司172,92万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34.13%，为中珠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后， 许德来间接合计持有中珠控股21008.41万股， 持股比例为

29.52%，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体医疗的评估值为170660万元，评估增值率320.08%，

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为19亿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确认，一

体医疗2015年、2016年、2017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10500

万元、13500万元、17500万元。 交易对方承诺，一体医疗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扣除

业绩超额完成奖励的影响）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

数据。 （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