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霾治理受益标的

徐翔家族

又有两公司持股被冻结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继徐翔之母郑素贞持有的大恒科技、 文峰股份股权

被冻结之后，徐翔家族在宁波中百、华丽家族所持有的股

权也被公安部门冻结。

宁波中百公告称， 公司11月10日接到上交所通知，

公安部门对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的公司3540.5252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总股本

15.78%）及孳息进行了冻结，冻结时间从2015年11月10

日至2017年11月9日。 目前公司董事徐峻和董事赵忆波

暂时无法取得联系。

华丽家族公告称， 公安部门已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送达公函，请其协助冻结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的公司9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

5.62%）及孳息，冻结期限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

11月9日。

资料显示，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是徐翔旗下的投

资平台之一，西藏泽添的法人为徐翔之父徐柏良。

桂东电力1.1亿元坏账有望转回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桂东电力11月10日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

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受让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叶

贻俊、叶贻崇（此二人为柳州正菱集团一致行动人）持有

的桂林正菱第二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并以其对柳州

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抵销相应的股权转让款， 受让股权

比例具体数额将根据正菱二机公司经重新评估后的净资

产值确定。若正菱二机公司资产未能抵偿的债务余额，柳

州正菱集团及其相关公司仍需予以偿还。

公司表示， 本次交易是公司及钦州永盛对正菱集团

及其相关企业相关应收账款回收、 化解风险采取的有效

措施。 公司已对正菱集团及其相关企业相关的应收账项

（人民币11,447.008万元） 累计计提坏账准备11,

447.008万元。 如本次受让股权完成并抵销相应债权，钦

州永盛或可将相应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

恒逸石化

拟募资38亿元建文莱项目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恒逸石化11月10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不超过500,000,000股（含本数），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90%，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的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8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 文莱

PMB石油化工项目是恒逸石化与文莱政府合作的一个

以原油、凝析油为原料的石油化工项目，拟建于文莱达鲁

萨兰国 （Brunei� Darussalam） 大摩拉岛（Pualu�

Muara� Besar）。 该项目财务内部收益将达到15.81%。

公司称，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经营

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

利于公司打通产业链上游，进一步实现全产业链的布局，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豫园商城拟9.47亿元收购日本滑雪场度假村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豫园商城（600655）11月10日晚公告，公

司拟以183.58亿日元（以2015年11月9日的汇

率折合人民币约为9.47亿元） 的价格收购日

本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的100%股权。

日本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主要资

产为位于北海道Tomamu的滑雪场度假村。

该度假村内有酒店757间房（另有710间房未

使用）、25道滑雪场 （最长雪道4200米）、18

洞高尔夫球场等设施。星野Resort� Tomamu

公司 100%股权， 目前分别由荷兰基金

Matakite� B.V.(持股80%)和星野Resort公司

(持股20%)持有。

公告称， 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自

2004年成立以来，采取多项措施扩大客源，提

高运营效率，业绩稳步改善。特别是2012年后，

星野公司紧紧抓住北海道旅游知名度上升的

契机，加大投资力度，先后扩建云海展望台等

多项活动设施，并对现有酒店进行翻修，使得

入住率和房间单价有较快增长。最近5年，星野

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10%，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年复合增长43%。 其中，2014年全年

收入61.37亿日元，净利润7.01亿日元。

公司表示， 标的项目符合豫园商城对投

资回报的要求，拟收购企业现金净流量为正，

并进一步向好。 标的项目与豫园商城同属旅

游地产，均依托自有物业，大力发展快乐时尚

板块。 除酒店外，标的企业度假村的餐饮、滑

雪、 户外运动、 观光等收入都已达到一定规

模，各板块协同发展，与豫园商城快乐时尚的

商旅文联动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焦点科技拟收购美电商平台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焦点科技11月10日晚公告称，公司将通过其英属维

京群岛的全资孙公司Crov� Global� Holding� Limited

收购美国Tri� Holdings� LLC的部分股权， 并在收购完

成后向Tri� Holdings增资。

根据公司与Tri� Holdings达成的《股份购买与认购

协议》 约定，Crov� Global将以349.04万美元收购Tri�

Holdings共计1445.09万股普通股，即93.69%的股份。并

且，公司将在股份收购完成后，以227.46万美元认缴Tri�

Holdings新发行的940.4万股普通股。 本次投资共计

576.50万美元，投资完成后，公司将通过Crov� Global持

有Tri� Holdings共计2385.5万股普通股， 即持有Tri�

Holdings公司96.08%的股份。

根据公告，Tri� Holdings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

www.doba.com是商品直发服务 （Drop� Shipping�

Service）平台，通过开放平台接口，有效连接供应商、物

流公司以及零售商，构建出一个多方互利、可循环的商业

模式与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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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富德生命人寿第三度举牌浦发银行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浦发银行11月10日晚公告称， 公司股东

富德生命人寿通过集中竞价系统买入浦发银

行股份累计已达27.98亿股， 占公司普通股A

股总股本的15%。

这已是富德生命人寿今年第三度举牌浦

发银行。 大手笔举牌的背后是富德生命人寿

保费突飞猛进地增长，截至三季度末，富德生

命人寿总保费已达1284亿元，跃居行业第三。

持股逼近第二大股东

根据浦发银行公告， 公司于2015年11月

10日收到富德生命人寿的通知，截至2015年

11月10日， 富德生命人寿通过集中竞价系统

买入浦发银行股份累计已达27.98亿股，占公

司普通股A股总股本的15%。

这已经是富德生命人寿今年第三度举牌

浦发银行。 此前，浦发银行曾两度披露：截至

2015年8月28日，富德生命人寿通过“生命人

寿-资本金” 、“生命人寿-传统” 、“生命人

寿-分红” 、“生命人寿-万能H（新）” 和“生

命人寿-万能E（新）” 等账户通过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共购买公司普通股A股

累计达9.34亿股，占公司普通股A股总股本的

5.0097%；截至2015年9月11日，富德生命人

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继续购买公司普通

股A股累计达18.65亿股， 占公司普通股A股

总股本的10%。

根据公告，第二次举牌仅过12天，富德生

命人寿于9月23日开始又继续“小步快跑” 地

连续买入浦发银行股票。 经粗略计算，富德生

命人寿第三次举牌耗资逾154亿元。

根据浦发银行三季报，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广东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7.31亿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2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1.57亿股公司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6.93%。 经过连续三次

举牌后， 富德生命人寿持股已经逼近第二

大股东。

富康生命人寿表示， 买入的目的是出于

对浦发银行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未来12个月

内， 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浦发银

行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 决定是

否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

保费突飞猛进不差钱

自2013年1月举牌金地集团和农产品以

来， 富康生命人寿在二级市场上举牌动作频

频。 仅今年第三季度，除了耗资逾400亿元连

续三次举牌浦发银行， 富康生命人寿还第三

次举牌了中煤能源。中煤能源10月9日晚公告

称，截至10月8日，富德生命人寿通过二级市

场交易累计持有公司H股股份19.89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5%。

富德生命人寿的底气来自于其保费突飞

猛进地增长。2015年上半年，富德生命人寿总

规模保费突破600亿元，同比增长44%，高于

市场平均增速15个百分点， 总保费市场排名

第七位。 第三季富德生命人寿保费猛增，9月

末以1284亿元的总保费排名行业第三。

政策也为险资大举举牌蓝筹股开了口

子。 7月8日，保监会发布《关于提高保险资金

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鼓励保险资金加大对股市的投资额度，将

投资单一蓝筹股票的比例上限由占上季度末

总资产的5%调整为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

到30%比例上限的，可进一步增持蓝筹股票，

增持后权益类资产余额不高于上季度末总资

产的40%。

由此，三季度掀起了险资举牌的高潮。短

短三个多月时间，包括富德生命人寿、前海人

寿、国华人寿、中国人保、阳光人寿、上海人

寿、君康人寿、百年人寿在内的8家险企已经

举牌上市公司超过20家，并集中在银行、地产

和零售等行业。

空气重污染受关注

雾霾治理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强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东北乃至北方严重的空气污染再次引

起舆论关注。 环保部11月10日向媒体通报，

环保部于11月9日启动重污染天气督查工

作， 由东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组成8个督查

组对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行全面督查。

分析认为，持续的空气重污染将令国家对大

气污染的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强，“十三五”

环保规划将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雾霾治

理的细分领域，诸如烟气超低排放、VOC治

理及检测、生物质综合利用等，将释放出巨

大的市场机遇。

多地雾霾持续爆发

11月6日起， 受不利气象条件和污染排

放的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持续出现空气重污

染过程。 辽宁省环保厅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8日，沈阳PM2.5均值一度达到1155（微克

/立方米），局地雾霾指数一度突破1400（微

克/立方米）。 当天，东北地区21个城市出现

空气质量重度及以上污染。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表示，

预计11月10-14日期间，辽宁、吉林和黑龙

江主要城市区域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不利，受

供暖期污染排放影响，东北大部地区空气质

量以中度至重度污染为主， 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随着北方地区供暖季的到来，北方地区

的空气污染防治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北京市

近日也饱受雾霾困扰，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

预计， 未来三天京城将持续雾霾天气，11月

11日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12至13日将处于

中度至重度污染水平之间。

监测数据显示，冬季是我国大气污染较

为集中的时期。 以2014年监测数据为例，京

津冀三地全年PM2.5平均浓度为88微克/立

方米， 供暖季平均浓度为111微克/立方米，

是全年的1.27倍。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

响，我国今年冬季气温偏高、降雨偏少，总体

气象条件偏差，逆温、静风等不利气象条件

容易导致重污染天气频发。

环保部督促大力防治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表示，

此次督查将重点检查各省、 市、 县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的启动、 预警发布、 各项响

应措施的落实情况及秸秆禁烧、 燃煤污染

治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控制、 渣土

运输车辆密闭、 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等

工作情况。

针对媒体报道沈阳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启动后应急响应措施落实不到位

以及环保局官网瘫痪问题，环保部责成辽

宁省环保厅立即进行调查， 如发现失职、

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严

肃处理。

事实上，环保部近期已紧急印发《关于

做好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充分认识做好供暖期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重要性。 在重污染天气应对方面，

加强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 完善应急预案，

公开应急响应措施， 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强

化应急预案启动情况督查，保障各项应急措

施落实到位。

《通知》要求，各地要采取有力举措，在

严格落实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同时，结

合源解析等科研成果，扎实做好今冬明春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在燃煤锅炉污染治理方面，力争在供

暖季前完成年度计划内的燃煤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和燃煤锅炉改燃关停任务，优先

使用超低排放机组发电，全面开展燃煤锅

炉环保设施维护检修，加快集中供热工程

建设。

在工业企业治理方面，积极开展钢铁、

水泥等行业错峰生产， 加快重点行业环保

提标改造步伐， 加大涉气企业排查力度，

强化对重点企业监管， 确保治理设施稳定

运行。

《通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 切实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

责任。 要开展大气污染执法专项检查，严

查各类燃煤设施、 工业企业、 移动源和面

源大气污染物违法排放行为， 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一律移送

司法机关。

多细分领域迎投资机遇

国泰君安分析师认为，面对持续困扰我

国的雾霾问题，“短堵长疏” 仍然是国家治

理大气污染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技术条件短

期内不能得到较大改善的情况下,通过制度

性约束、强制性规范来调节大气污染排放行

为，是必然选择。

从市场角度来看，大气污染防治自2013

年开展以来，传统的火电脱硫、脱硝、除尘市

场已趋近饱和。 大气环保治理行业传统的

EPC模式市场空间将在接下来2-3年间面临

萎缩，主要因为火电、钢铁、水泥行业旧机组

改造完毕，新增机组安装市场不足以抵消原

旧机组改造订单的下滑。

不过，如果雾霾频发、影响到人民生活

健康，则不排除国家继续加大对大气污染的

治理。

随着环保领域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日益

重视， 雾霾治理细分领域有望迎来新机遇。

将于明年1月1日施行的新 《大气污染防治

法》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突出源头

治理。环保部部长陈吉宁11月9日指出，要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化生态环保制度改

革，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在大气治理不断深化的趋势下，大气板

块的投资逻辑将逐渐由单纯的脱硫脱硝过

渡到重视空气质量改善的“新常态” ，其中，

烟气超低排放、VOC治理及检测、生物质综

合利用是核心，将构成三条投资主线。

国泰君安分析师认为，烟气治理指标普

通达标排放之后的超低排放市场值得关注，

每年市场规模在100-150亿元之间。 以企业

为龙头、农户参与、县镇乡政府监管、市场化

推进的秸秆收集体系和物流体系将短期强

化，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的燃料将得到充分

供给。 VOC是“十三五”期间重要治理对象

毋庸置疑， 千亿元VOC治理及监测市场在

国家逐步推进后将静待实力型企业挖掘。

10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8倍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放量极大地刺激

了各大新能源汽车厂商的信心。工信部网站11

月10日消息， 根据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统

计，2015年10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5.07万

辆，同比增长8倍。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利好面

前，上市公司正全力备战新能源汽车市场。

10月产量暴增8倍

工信部网站消息称， 根据机动车整车出

厂合格证统计，2015年10月， 我国新能源汽

车生产5.07万辆，同比增长8倍。 其中，纯电动

乘用车生产2.17万辆，同比增长8.5倍，插电式

混合动力乘用车生产7028辆， 同比增长2倍；

纯电动商用车生产1.96万辆， 同比增长4倍，

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生产2389辆， 同比增

长2倍。 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车型目录》 前五批的国产新能源汽车生产

4.61万辆，占10月产量的91%。

2015年1-10月， 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

20.69万辆，同比增长3倍。 其中，纯电动乘用

车生产8.71万辆，同比增长3倍，插电式混合

动力乘用车生产4.55万辆， 同比增长3倍；纯

电动商用车生产5.93万辆， 同比增长9倍，插

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生产1.50万辆， 同比增

长88%。

另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10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创下

月度历史新高，达21375辆，同比增长3.12倍。

1-10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达11.06万辆，

纯电动乘用车和插电式乘用车累计销量分别

达68373辆和46685辆。 纯电动乘用车销量连

续三个月持续上涨，10月销量占到新能源乘

用车销量的72%。

在日前举行的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上，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表示，中国新能源汽

车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 今年产量大致

能达到20万辆左右， 下一步还将呈现快速发

展势头。

上市车企全力备战

上市车企陆续公布的10月份产销快报也

反映出新能源汽车的火爆行情。 江淮汽车公

告称，10月份，公司纯电动汽车销售1401辆，

1-10月累计销售7488辆，始终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

中泰证券研报指出，北京是江淮汽车纯

电动轿车最大市场， 市场份额达20%左右，

占公司销量超过40%，且用户基本以私人为

主。 10月份北京宣布对17150位个人申请人

直接配置购买新能源汽车指标， 是原3333

个摇号指标的5倍多，这对公司来说是重大

利好。

日前披露的《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

技术路线显示，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

销量将达到汽车市场需求总量的20%， 自主

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80%以上。 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 国家层面将形成产业间联动的

新能源汽车自主创新发展规划， 并推出持续

可行的新能源汽车财税鼓励政策等。

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利好面前， 上市公

司正加紧备战新能源汽车。 11月6日，上汽集

团公布了定向增发预案，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不超过约9.64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50亿元，募集的资金大部分将用于

新能汽车相关项目， 包括上汽集团自主品牌

乘用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项目、 上汽

集团自主品牌商用车新能源汽车新产品项

目、 上汽变速器混合动力EDU变速器扩能和

产品升级项目等。

在即将于11月20日开幕的广州车展上，

新能源汽车也将成为展会的重点。 据了解，本

次车展将展出新车约31款， 其中新能源车型

约13款。如比亚迪将继续推进朝代系列，发布

小型SUV“元” ，车型仍为插电混合动力，动

力总成与“唐” 、“宋” 类似，采用1.5L自然吸

气发动机+两台驱动电机的动力总成模式，其

中两台电动机分别安装在前后桥位置， 以实

现四轮驱动。

融信租赁拟10转6送3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融信租赁（831379）11月10日公布权益分派预

案公告，公司拟10转6送3股。

公告称，融信租赁1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权益分

派的议案》。 结合公司当前实际经营、现金流量状况

和资本公积的实际情况， 考虑到公司未来可持续发

展，同时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根据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中的规定，决定进行权益分派。

融信租赁拟以公司总股本2.5亿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公司股东投入的股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

积）1.5亿元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以未分配

利润7500万元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3股。 本次

共计转增股本2.25亿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4.75亿股。

公司名称 代表业务

11月以来

股价涨幅（%）

雪迪龙 环境监测龙头

12.31

清新环境

SPC-3D

烟气超净排放技术

11.57

先河环保

VOC

治理及环境监测

7.85

龙净环保 脱硫脱硝除尘等烟气治理龙头

10.87

聚光科技

VOC

监测领域龙头，瞄准智慧环保

10.97

启源装备 转型脱硫脱硝，央企中节能旗下唯一环保上市平台

21.46

雾霾治理受益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