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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逾90家公司高管增持股份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进入10月份后，

实施股份回购情况的上市公司有12家，共

回购股份总量约为7970万股，回购金额总

计约为12.12亿元。 而这12家公司中主板

公司占了6家。不过，目前完成的回购数量

与当时的承诺仍有很大距离，未来一段时

间预计相关上市公司回购仍会进行甚至

加大回购力度。

而从上市公司的高管增持股份情况

看， 近一个月有92家公司的高管净增持，

增持总量约4500万股，部分公司大股东及

高管增数量较大，已经完成了当时承诺的

增持量。

上市公司稳步回购股份

根据Wind数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

27日，国元证券、青岛海尔、伊利股份等12

家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了前期实施股份回

购情况。 国元证券表示， 截至2015年9月

30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464.6704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的0.2366%， 最高成

交价为16.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5.12元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7348.31万元（含交

易费用）。 青岛海尔公告称，截至2015年9

月30日，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37747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2%，成交

最高价为9.8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9.02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3563.8260万元（含

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这12家公司共

回购股份总量约为7970万股，回购金额总

计约为12.12亿元。 而根据这些公司之前

的公告，其回购上限总金额约为160亿元，

二者相差近140亿元。

从各家公司回购情况看， 回购数量

差别比较大。 伊利股份回购超过3700万

股，而回购量小的仅55万多股。 金额差别

也很大，高的达到5.88亿元，少的不到30

万美元。

公告显示，这12家公司所回购的股份

将用于注销、或用于员工持股等。 从实施

的效果看，总体上对稳定股市价格起到一

定作用，也增强了投资者信心。

部分公司由于种种原因，终止了回购

计划。 盛和资源公告称，随着市场由剧烈

异常波动逐步趋向常态化波动发展，加之

公司最近正在进行经营业务范围内的整

合、 收购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

10日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阶段，股

份回购事项已经不适用于公司的战略发

展，决定终止回购事项。菲利华则称，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同时考虑到公司

将在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公司认为不宜在近期实施回购股

份事项。

部分公司是由于客观原因而终止了

回购计划，如重组而停牌，回购难以实施。

部分公司回购股份进程较慢，这或许与公

司的资金状况相关，也或与当时公司设定

的回购价格相关。

92家公司高管积极增持

根据东方财富的统计数据，最近一个

月两市共有92家上市公司高管净增持公

司股票，总量约4500万股。其中，增持最大

的前十家公司高管增持量约3000万股，耗

资超过4亿元。 以岭药业和南风股份的高

管净增持量都在500万股上， 增持所用金

额均在9000万元以上。

以岭药业董事副总经理9月30日增持

3000万股， 南风股份实际控制人之一、公

司董事杨子江9月30日增持496万股。根据

公告，杨子江于2015年9月30日通过银河

汇通60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在二级市场

增持公司股票496.2173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974%， 增持金额为9120.4739万

元。 公告同时表示，其增持是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

上市公司高管增持股票，反映了高管

对自家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也向广大投

资者传递了强有力的信号，未来或者具有

向上的空间。

从行业分布看，高管增持股份的公司

没有明显的行业特性。 但从增持股份数量

前50家公司看，来自主板的有13家，来自

创业板的有15家，其他基本来自中小板。

部分公司大股东完成增持

上市公司大股东也在积极增持股份，

动手早且完成承诺也较早的，这在大型国

企中表现比较明显。中国建筑的控股股东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350万股。早在

7月份宝钢股份大股东宝钢集团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1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7%。

此外，以岭药业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

团近日公告，完成了增持金额不低于3000

万元达到3014万元，增持187.64万股。 公

司同时公告，其他高管人员也完成了当时

的增持承诺，合计增持数量超过800万股。

控股股东及公司高管对公司的经营

和发展期情况远比普通投资者更为熟悉，

他们的增持无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特别

是以百万甚至以千万计的大手笔，对稳定

投资信心和公司股价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南海药拟定增募资45亿元

加快布局互联网医疗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海南海药10月27日晚发布定增预案，

拟向控股股东南方同正等4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5亿元，用

于布局互联网医疗、 中医药产业及扩大产

能等。 公司股票10月28日复牌。

推进医疗信息化

根据方案， 公司控股股东南方同正拟

认购10亿元； 鼎力盛合拟设立和管理的盛

合汇海一号投资基金认购15亿元； 黑颈鹤

拟设立和管理的黑颈鹤财纳易定投资基

金、 泰达宏利拟设立和管理的泰达宏利价

值成长定向增发301号资产管理计划均认

购10亿元。均以现金方式认购，锁定期均为

36个月。

募投项目方面， 拟投资17亿元用于远

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将在四川、重庆、湖

南实施，建设周期36个月。项目将基于云计

算与云存储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建设远程

心电诊疗平台、远程B超诊疗平台、远程DR

诊疗平台、远程病理分析平台、远程会诊平

台等， 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远程诊断诊疗

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平台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约10亿元，建设和运营区域卫生信息

化平台、 基于单体大型三甲医院的医联

体、 医疗集团的专科大健康云服务平台，

为患者提供院前健康管理、 院中自助陪

诊、院后慢病康复管理等全流程医疗健康

互联网服务，实现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健

康服务数据、用药数据等医疗健康信息实

时采集、海量存储和汇聚整合，构建健康

管理数据平台。

建设仓储物流交易中心

此外， 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

目拟分别投入募集资金7亿元、6亿元， 分别

建设符合国际化的集产、学、研一体的产业

园；以及集仓储、物流、商贸为一体的中药材

交易中心。此外，拟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5

亿元用于偿还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表示，此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有利于公司及时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加快

公司互联网医疗布局，快速提升业务规模，

构筑新的战略增长点； 同时巩固传统医药

的竞争优势，加快形成生物制药产能，有利

于公司布局中医药产业，提高盈利能力。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

推进中药材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

通知》， 我国每年中药材的物流总量约

1700万吨，其中，大宗中药材与贵细、毒麻

限剧中药材占80%以上。 目前我国中药材

物流体系存在仓储设施分散落后， 现代养

护技术匮乏， 中药材物流的集约化、 标准

化、现代化水平较低，服务功能不完善等问

题，为中药材的质量安全带来一定隐患。建

立集仓储、物流、商贸为一体的组织化、现

代化的中药材市场，可提升中药材流通、储

存、 交易等流程中对中药材质量安全保障

能力， 有利于促进中医药事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绿地控股加码互联网金融业务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绿地控股正着手推动“互联网+金融+

实业” 深度融合。 10月27日，绿地控股发布

互联网金融战略， 线上综合互联网金融服

务平台吉客网正式启动， 以打造成为国内

一流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当日，绿

地旗下绿地金控集团与奇虎360、 春秋集

团、通联金融科技、澳洲宝泽及旗下APX亚

太证交所等首批合作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此举标志着绿地全面进军互联网金融

领域，通过打造“金融服务云” ，对接、打通

并服务于旗下多元产业。

吉客网谋求上市

据了解， 绿地控股旗下绿地金控将成

立互联网金融事业部， 负责吉客网平台的

建设和运营， 计划在三年内将其打造成为

国内一流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互

联网金融产品规模突破1000亿元， 注册用

户突破1000万，实现跨越式增长，并择机寻

求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此次启动的吉客网平台计划打造“金

融服务云” ，实施“一个平台、两个入口、三

大功能、四大核心业态、5+X个服务产业” ，

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以

网站和APP为入口，实现财富管理、交易平

台、积分管理三大功能，打造基金销售、网

络借贷、 消费金融、 众筹融资四大核心业

态，服务于房地产、汽车、旅游休闲、商业、

科技创业五个产业。

在首批达成战略合作的企业中， 绿地

金融与奇虎360将在互联网金融、 智能硬

件、车联网、资本运作以及其他潜在领域开

展广泛合作；与春秋旅游将在航空、旅游、

金融投资、地产、酒店、汽车等领域推进合

作；与通联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第三方支

付、 新一代电子金融云服务及大数据应用

等领域展开合作。 与澳洲宝泽及旗下APX

亚太证交所将共同推动中澳企业合作和金

融合作。

打造利润增长新引擎

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表示，绿

地的互联网金融战略将突破简单的嫁接房

地产业务的应用，而是依托互联网技术，把

金融作为工具，串联实业、消费、服务，是绿

地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布局。“实施互联网

金融战略是企业加快转型的重要平台和工

具。互联网既是技术依托，更是一种思维模

式。 金融化的核心则是用杠杆、用社会资本

实现轻资产化。 两者相结合，带来的革新力

不可估量。 ”

“大金融” 已成为绿地利润增长的新

引擎。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利润同比增

长219%。 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务，自今年

初试水以来顺利推进，今年四月“绿地地产

宝” 业务启动，并联手蚂蚁金服和平安陆金

所，发布国内首款互联网房地产金融产品，

定位于服务个人投资者理财投资与中小房

企资金解决方案，截至目前已发行了6期产

品，募集资金近20亿元。下一步还将陆续推

出财富一号、地铁宝、车库宝、物业宝、众筹

集游等互联网金融产品。

下一步， 绿地大金融板块将继续谋求

突破， 包括在境内外资本市场谋求投资机

会，继续做强一二级市场投资业务；统筹发

展地产、新能源、新传媒、并购、新三板等产

业基金；通过收购兼并，争取在获取证券、

保险、银行、信托、第三方支付等核心金融

牌照资源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继续在多地

设立股权及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多家上市公司试水VR技术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在10月26日-27日举行的2015中国文

娱创新峰会上，业内人士表示，支撑VR（虚

拟现实）技术发展的硬件基本就位，但内容

短缺， 亟需优质的游戏和影视内容，VR带

来的是跨界融合。 在游戏、影视融合的趋势

下，多家上市公司积极探索VR市场。

提供体感交互方式

大朋VR创始人陈朝阳表示，VR技术

能够提供体感交互方式，360度的体验更符

合人的自然需求。

哈曼（中国）专业音视系统事业部肖

亮介绍，早在十几年前，军事、航天、工业制

造领域就开始使用VR技术，如今从专业领

域走向生活，“参与感” 是吸引消费者关

键，具体体现在画面的立体感、清晰度、视

点和听觉的多角度传递。 很多影院、主题公

园通过可穿戴设备等实现了虚拟场景的模

拟。 目前发展VR的技术支持已准备好，但

需要更多的内容和生态。

应用方面，VR技术可以与电商融合，

也可以体现在与游戏、 影视的融合， 当前

“VR+”已成为一种趋势。京东金融孙肇昭

表示， 公司正在进行跨界探索， 未来拟将

VR技术应用在电子商务上，给消费者带来

在线立体试穿（用）等全方位体验，帮助消

费者更好地判断和购买。 创领发现CEO符

国新认为，VR技术发展将以游戏为切入

点，以视频为爆发点。 但在全新技术面前，

原本的专业人员也将成为“新手” 。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随着VR行业的快速发展，多家上市公

司也在积极布局。

今年4月，天音控股、爱施德、华谊兄弟

公告， 已参加北京暴风魔镜科技有限公司

的增资扩股计划，分别持股5%、3%、8%。暴

风科技则是暴风魔镜的大股东， 持股比例

为31.15%。 根据公告，暴风魔镜于2015年1

月成立， 主营业务为虚拟现实业务的开发

和研究， 拥有国内顶尖的虚拟现实技术研

发团队， 目前已推出国内第一款头戴式显

示器设备。 而水晶光电控股子公司晶景光

电已研发出虚拟现实相关零配件。

川大智胜承担了多项虚拟现实领域的

国家863计划项目， 公司的三维人脸识别和

飞行模拟机业务均具广阔发展前景。公司已

于2014年完成了两台全新D级飞行模拟机

的建设， 并于今年2月与民航华东用户签订

了飞行模拟培训协议； 在2015英特尔信息

技术峰会上推出了首款三维人脸识别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VR体验升级主要

体现在头盔互动升级上， 但头盔只是第一

步，未来会有多维度的用户体验成为亮点。

卧龙电气

拟投新能源汽车动力项目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卧龙电气10月27日晚间公

告， 拟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经济开发区新征用地103323

平方米， 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

及电机控制系统的产业化生

产，该项目总投资7.4亿元。

根据公告，项目建设期为

2.5年， 自2015年12月至2018

年6月。 预期项目达产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15亿元，年利润总

额18961万元，投资回收期5.75

年（含建设期2.5年），投资利

润率 25.62% ， 销售利润率

12.64%。 项目达产后，电机及

电机控制系统将达到10万套/

年的生产能力。

卧龙电气称， 本次项目投

资将快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

车总成制造上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提

升主业的规模和竞争实力，有

利于公司的市场开拓并提升行

业地位， 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新日恒力

拟收购博雅干细胞80%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新日恒力10月27日晚间

公告，拟以现金15.66亿元收购

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80%

股权。

博雅干细胞主营业务为干

细胞的制备和储存， 包括新生

儿围产组织的间充质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的制备及储存以及

成人免疫细胞的制备与存储业

务。 根据业绩承诺， 标的公司

2015年-2018年合并报表口径

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3000万元、5000万

元、8000万元、140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

司将进入生物科技医疗产业，

奠定公司多元化发展的基础，

收入结构得到改善， 有助于提

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提供新的增长点。

华神集团拟定增募资4.3亿元

实际控制人“包场”

□本报记者 刘杨

华神集团10月27日晚发

布定增预案，拟以8.53元/股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5041.03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3亿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仁果、

张碧华夫妇控制的企业泰合集

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全部非公

开发行股份， 且承诺锁定期为

36个月，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的10.47%。公司股票于10月28

日起复牌。

根据方案， 此次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三七通

舒国际化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 三七通舒国际

化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巩固和

扩大公司核心产品三七通舒的

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公司产品在全国的覆盖

率，丰富销售手段和模式等。

华神集团同日公告， 控股

股东四川华神之控股股东泰合

集团与中钰资本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签约，成立50亿元产

业投资基金。

资料显示， 华神集团主营

业务为中西成药生产和销售、

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经营、

生物工程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今年9月， 华神集团实际控制

人发生了变更， 上海华敏和周

蕴瑾持有的目标股份被泰合集

团受让， 泰合集团实控人王仁

果、 张碧华夫妇成为华神集团

实际控制人， 并通过泰合集团

持有华神集团72%股份。

智慧能源夯实“互联网+” 战略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智慧能源10月27日晚间公

告称，拟在现有中国材料交易所

的基础上出资10000万元设立

远东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公

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0%。

公告称，公司自2010年开

始发展线上垂直电商平台，打

通线上从原材料端到制造端再

到最终用户端的全产业链生态

平台，旗下“电缆网、买卖宝、

中国材料交易所” 三大业务，

致力于解决电工电气行业在原

材料采购及产品交易两端长期

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价格不透

明、采购成本高、质量状况忧、

库存难管理、 厂商融资难及账

期过长等问题。

公司表示， 本次公司设立

远东交易中心， 立足电工电气

行业， 以点带面发展大宗商品

交易场所， 是在原有材料交易

所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互联

网+”战略，不断丰富和完善电

商业务产品线， 做好线上线下

引流工作， 持续做大平台流量

和交易量。

洲际油气拟投标哈气田资产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洲际油气10月27日晚间

公告称， 境外子公司马腾公

司拟通过参与投标， 并以现

金支付的方式购买特吉斯穆

奈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本次收购初次投标价格为

149.076436 亿 坚 戈 （约 合

5364万美元），最终收购价将

根据投标进程进一步确定。

资料显示，特吉斯穆奈有

限责任公司设立于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为哈萨克斯坦国家

主权基金的全资子公司，主营

业务为以电力为主的基础能

源的生产和供应。 其主要资产

是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曼古

什拉克穆奈有限责任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曼古什拉克穆

奈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位于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南哈萨克斯

坦州的丝路气田的100%地下

资源利用权。

丝路气田矿权面积72.3平

方公里，纵向上分为两个气藏，

即泥盆系和石炭系气藏， 目前

区块共有油井17口。 泥盆系最

高单井日产气160万方，平均单

井日产气40.2万方， 石炭系最

高单井日产气50万方， 平均单

井日产气7.92万方。 目前该区

块勘探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且

已经进入开发期，计划在2017

年按照年产10亿方组织产能建

设工作。 该区块靠近西气东输

管线， 所生产的天然气可以通

过170公里的管道接入输送至

中国， 也可以利用天然气原地

发电销售。

珠海中富近4亿违约债全部兑付

□本报记者 常仙鹤

10月27日，珠海中富“12

中富01” 债延迟兑付问题得到

圆满解决， 公司将逾期本金

38350万元及2015年5月28日

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利息

1438.13万元全部兑付，困扰公

司再融资以及持续发展的“包

袱” 得以卸下。

珠海中富于今年5月28日

支付了2014年5月28日至2015

年5月27日期间的利息3115.2

万元和本金20650万元， 占全

部本金的35%。

在违约后，珠海中富通过

储备土地作为担保， 取得了

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于10月

27日兑付了全部剩余本金以

及利息。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债务

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为公司筹

划多次而未成行的再融资重启

扫清了障碍。 根据公告，鉴于

筹划的重大事项相关工作正在

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