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大富科技拟1.6亿元增资三卓韩一

□

本报记者 杜雅文

大富科技12月8日晚公告称， 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改为对标的公司增

资，即拟对天津三卓韩一投资不超过1.6

亿元获得约24%股权。 公司股票将于12

月9日复牌。

大富科技于7月2日停牌，随后发布

了一系列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但8

日晚的公告表示，由于重组标的天津三

卓韩一体量较大，境内外主体较多，股权

结构较复杂，12月9日前无法完成相关

股权架构调整，故公司决定终止重组，改

为投资。

据介绍， 天津三卓韩一专注高分子

材料的研发与生产，早在2006年就与国

际汽车配件厂商合作将三元乙丙橡胶改

性，先后为奔驰、宝马、福特、大众、北京

现代、起亚、约翰迪尔农用车、CAT工程

车等公司提供配套密封减震产品。 公司

2008年自主成功研制材料配方，协助美

国开利公司占有家用空调市场大半份

额， 并在硅橡胶与金属粘接成型技术方

面为丹佛斯水处理系统提供服务。

大富科技表示， 与三卓韩一在高分

子新材料领域的应用优势相结合， 未来

将大大有益于双方在金属基、 陶瓷基等

复合材料领域的发展应用， 增强双方在

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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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2015年12月7日， 本院根据广州汇集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

定，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广州汇集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中法民破字第15号

生命人寿四度举牌浦发银行

□

本报记者 王荣

浦发银行12月8日晚公告称， 截至2015年12月8

日， 富德生命人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购买公司普通股A股累计已达37.31亿股，合计

占公司普通股A股总股本的20.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富德生命人寿持有浦发银

行股份达20%，不是浦发银行第一大股东。 截至9月30

日，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浦发银行21.16%的股

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至2015年8月28日， 富德生命人寿才持有浦发

银行A股总股本的5.0097%。 这意味着，3个多月，生命

人寿持续增持了浦发银行近15%股份。

公告显示，2015年9月21日，富德生命人寿召开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同意公司通过二级

市场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不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

20%。 公司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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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

富德生命人寿是一家全国性的专业寿险公司，成

立于2002年3月4日，总部设于深圳。 主营范围包括医

疗、养老、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分红、投连、万能保险

等。 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净利润分别是10.97亿

元、57.12亿元和34.53亿元。

富德生命人寿称， 目前没有开展与浦发银行主

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的商业计划；

如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浦发银行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

能存在竞争情形的， 赋予浦发银行针对该商业机会

的优先选择权或者由浦发银行收购构成同业竞争的

相关业务和资产， 以确保浦发银行全体股东利益不

受损害。

华邦健康拟入股生命原点

将获高端精准医疗资源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华邦健康12月8日晚公告， 公司拟通过收购及增资的方式

取得河北生命原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低于30%的股权， 生命

原点的初步估值为3亿元人民币， 公司将因此跨入干细胞治疗

领域。

生命原点公司主要业务为面向新生儿提供干细胞制备与

储存技术服务，与医疗机构开展自体免疫细胞治疗的技术合作

与研发，面向肿瘤患者提供抗肿瘤免疫细胞制备技术服务。 生

命原点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获得河北省卫计委批复同意建

设河北省干细胞库及进行胎盘采集工作。 2015年2月11日，经

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所检验合格， 生命原点干细胞库开始运

行，目前干细胞的存储能力为10万份。 生命原点公司已获得河

北省卫计委批准的“免疫细胞产品市场准入许可” ，技术团队

核心人高大勇教授为低温生物工程和低温保存领域的国际知

名科学家。

公司称， 此次收购生命原点， 可以丰富 “大华邦医疗联

盟” 的产业链，获得高端精准医疗资源。 华邦健康近年着重打

造的“大华邦医疗联盟” 产业链框架逐步明晰，以医药工业为

基础，延伸医疗服务，其中医疗服务以康复连锁医院为核心，

整合国内外综合或专科医疗资源， 为康复运营模式提供医疗

资源和流量导入。 除此之外，逐步深入布局精准医疗等高端资

源，比如收购瑞士巴拉塞尔医院获得肿瘤治疗技术、抗衰老、

慢性病治疗和康复技术、生物牙科技术。 收购生命原点部分股

权是公司布局高端医疗资源的第二步， 不但能够完善公司产

业链布局的部分节点，与已有的布局形成协同，还为公司培育

新的利润点。

安邦保险举牌万科等三公司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万科A、 同仁堂和金风科技12月8日

晚分别公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了

公司被安邦保险举牌的情况。

金风科技公告称，公司12月7日收到和

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邦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发来的通知。 截至12月7日，和谐保险、安

邦养老、 安邦人寿购买金风科技普通股股

票共计1.37亿股， 占金风科技总股本的

5.000003%，首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

同仁堂公告称，12月8日，公司收到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及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简称“安邦保险” ）共同发来

的通知，截至12月8日，安邦保险合计持

有公司6857.3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005%，首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

万科A公告称，截至12月7日，安邦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万科A股份

2.5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万科A股份1.38%；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万科A股份0.80%； 安邦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万科A股份

0.24%。 截至12月7日，4家保险公司合计

持有万科A股份5.53亿股， 占万科A总股

本的5.0000005%。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及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均为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旗下公司。四

家保险公司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

一致行动意向，但因存在的关联关系构成

一致行动人。

中国人寿近130亿元认购邮储银行股份

□

本报记者 李超

12月8日晚，中国人寿发布公告称，已

于当日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订立股份认

购协议。 根据协议，邮储银行有条件同意

配发及发行，中国人寿有条件同意认购邮

储银行3341900000股股份， 总对价为

12999991000元，由中国人寿于交割时以

现金悉数支付，并将由中国人寿以保险责

任准备金拨付。

据介绍，邮储银行正通过增资扩股

的方式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而本

次交易构成邮储银行引资的一部分。

在邮储银行引资完成后， 中国人寿将

持有邮储银行不超过5%的经扩大后已

发行股本。

公告称， 在订立股份认购协议的

同日， 中国人寿与邮储银行订立战略

合作协议和投资者权利协议。 根据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公司治理、金融

市场业务、现金管理、个人金融和小微

金融服务、信息科技、保险代理等方面

开展合作。 根据投资者权利协议，除某

些例外情况，在锁定期内，未经邮储银

行书面同意， 中国人寿不得转让认购

股份。

中国人寿表示，预期本次交易可为中

国人寿带来较为稳健的财务回报和可期

的升值空间。 并且，邮储银行是其重要的

银行合作伙伴，中国人寿可以此为契机与

邮储银行开展进一步合作，支持保险主业

的发展。

*ST新梅拟11.5亿元整体收购江阴戎辉

将进军军工装备生产领域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12月8日晚，*ST新梅发布《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 公司拟以11.5亿作价整体收购江阴戎

辉100%股权。

本次重组方案为，*ST新梅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谭文辉、张

静静、陆毅敏、王建江、姚建英、徐建雄、姚鹏

等七名自然人持有的江阴戎辉100%股权。

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向谭文辉支付其交

易对价的78%， 以现金方式向谭文辉支付其

交易对价的22%；以发行股份方式向陆毅敏、

王建江、徐建雄支付其交易对价的70%，以现

金方式向陆毅敏、王建江、徐建雄支付其交

易对价的30%； 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张静静、

姚建英、 姚鹏支付其交易对价的100%。 同

时，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兴盛集团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本金金额为19,300万元的委托

贷款债权。

同时，*ST新梅拟以6.68元/股的发行价

格向张静静、王晓昱、张健、宝新投资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72,000万元， 该等特定投资者拟认购金额

分别不超过60,000万元、5,000万元、2,000万

元和5,000万元。

据介绍，江阴戎辉主要从事军用特种车辆

研发、生产、改装等业务，近年来与军内研究所

以及相关机构已开展多个研发项目，建立起了

较为稳固的合作关系。多个军需物资项目本年

末已进入批产交付状态。目前正在承担的舟桥

装备底盘项目有望在2016年完成研发任务，并

将填补国内空白。

*ST新梅董秘兼副总何婧表示，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是上市公司践行多元化发展战略，实

现业务转型、提升盈利能力和发展空间迈出的

坚实一步，有利于未来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经营

状况，提升公司价值。

她指出，本次重组将有利于把上海新梅未

来打造成为一个高成长性实业投资平台，公司

经营班子今后将更多关注成长性优质资产，为

下一步持续并购、整合产业资源、丰富公司发

展方式打下良好的基础，并最终形成良好的股

东回报机制。

扬德环境布局碳交易

“我们正在推进汇能项目CER（核证减排

量）签发工作，有40万吨当量，预计2016年年中

可获得第一笔碳交易收入。 ” 北京扬德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扬德环境” ，

833755） 董事长黄朝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公司2015年碳减排量约350万吨， 专门成立了

碳资产开发部，目前自有项目都做了相关准备，

将成为企业未来重要利润增长点。

定增加码瓦斯发电

作为少数实现全国布局的瓦斯发电专业公

司， 登陆新三板挂牌交易一个多月的扬德环境

11月19日发布定增方案，拟融资不少于1亿元，

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增瓦斯发电项目建设、 并购

以及技术研发。 目前投资人已基本拟定。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世界上第一大产煤国，

中国的煤层气储量高居世界第三位，埋深2000

米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达36.8万亿立方米，

其中可用于发电的低浓度瓦斯储量可观。 瓦斯

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倍。 而用瓦斯发电，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

还可以节省煤炭资源。

2013年以来，《关于进一步加快煤层气

（煤矿瓦斯） 抽采利用的意见》、《煤层气勘探

开发行动计划》 等多项优惠支持政策相继落

地，提高补贴及上网标杆电价，明确到2020年，

煤矿瓦斯发电装机容量超过400万千瓦， 民用

超过600万户。

碳交易是指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

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的交易， 如某个用能

单位每年的碳排放限额为1万吨，通过技术改造

等手段其实际年碳排放量为8千吨，多余的2千

吨就可以通过交易出售给限额不够用的单位。

“如果能够复苏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卖

到国外价格在每吨8欧元。扬德环境碳减排量巨

大，将直接获益。 ” 黄朝华介绍，公司2015年碳

减排量约350万吨，节省了30万吨标准煤；未来

随着投产装机规模增加，减排规模将不断增大。

欲打造大型环保集团

扬德环境目前在山西、贵州、四川、安徽、云

南等多地建立了瓦斯发电站， 并开展瓦斯电站

委托运营、设备维护保养、部分特种设备研发、

制造等轻资产业务。

据介绍，通常情况下，瓦斯浓度在8%以上

就可稳定发电。扬德环境通过技术研发，令浓度

下限扩展到5%。公司目前已锁定的瓦斯发电资

源（可装机容量）预计突破50万千瓦，是国内

瓦斯发电专业公司中项目贮备最多的公司。

扬德环境称， 公司有望在明年成为新三板

创新层首批企业之一，并且可能符合创业板、战

略新兴产业板门槛， 是新三板少数同时符合三

者门槛的企业， 希望能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将

公司打造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大型环保集团。

“随着新项目的陆续投产，公司未来一段

期间内业绩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 黄朝华介绍

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7月发布《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明

确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煤层气 （煤矿瓦斯）

发电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退税比例达

100%。 仅这一项税收优惠体现在公司2016年

的业绩上，净利润就可增厚30%左右。（官平）

久银控股挂牌新三板

12月8日，久银控股（833998）新三板挂牌

敲钟仪式在京举行，光大证券为主办券商。

久银控股是全国第一家主要利用股权投

资、 财务顾问和阳光私募产品从事医疗健康等

行业并购整合的挂牌公司。公司首创“投资+投

行” 业务模式，主业为中国中小企业行业整合

和并购。 自2013年以来，公司主要围绕医疗健

康、节能环保、TMT行业，积极开展并购型股权

投资、财务顾问和阳光私募全产业链业务，实现

业务的有机协同和循环闭合。

久银控股已经对中视精彩、丰越环保、雄风

希贵、鼎新无限、金宝药业等公司实现退出，退

出项目的内部回报率超过70%。 公司聚焦于医

疗健康等少数领域的精品投资，目前已有13家

上市，拟上市企业达20余家，上市成功率超过

三分之一，在管项目IRR达到了37.57%。公司的

财务顾问业务发展迅速， 取得的营业收入和利

润占公司近三分之一， 在同类挂牌私募机构中

名列第一。 公司以并购重组为特色的金沙系列

证券投资基金，也取得超越大盘的业绩。

久银控股董事长李安民表示， 公司严谨的

风控理念和良好的经营业绩， 获得了保险公司

等投资者的认可。目前公司管理规模超百亿元，

是所有私募挂牌机构中管理保险资金最多的资

产管理公司。（傅嘉）

中冶集团整体并入五矿集团

打造世界领先的金属和矿产资源集团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国资委网站12月8日消息称， 经报国务院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中

国五矿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中国冶

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

管企业。

发挥协同效应

12月8日下午，中冶集团举行重组说明会。

在重组说明会上， 中国中冶总裁张兆祥坦陈：

“从行业发展周期来说， 目前金属和矿业处于

低潮。 但是，金属和矿产资源对于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支撑作用没有改变。 长期来看，矿产资

源安全，以及金属产品供应的保证，是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 ”

张兆祥表示：“五矿集团和中冶集团在这

两个领域各有侧重，五矿集团是我国金属矿产

资源方面的领跑者， 中冶集团在矿业建设、矿

业开发、工程建设以及矿业设计研究领域具备

优势。 希望通过此次整合，发挥两家企业的优

势，实现协同效应，打造世界领先的金属和矿

产资源集团。 ”

五矿集团总会计师沈翎表示：“央企未

来的责任和使命应该是参与全球竞争。 五

矿集团的视角是全球的， 五矿集团海外资

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一度达到42%。 在大

宗商品市场行情比较好的年份， 比如2011

年， 五矿集团将近70%的盈利来自于海外

业务。 ”

张兆祥也表示：“与同行相比，中冶集团

目前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海外营业收入只占

6%-8%。 此次合作非常看中五矿集团在海

外的业务布局，这将有助于中冶集团在海外

的发展。 ”

五矿旗下公司股价走高

目前中冶集团旗下有中国中冶、锌业股份

等上市公司。 锌业股份11月26日公告称，11月

25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获悉葫芦岛有色的股东

及相关方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股票自11月26日起

停牌。

五矿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有五矿发

展、株冶集团、金瑞科技、五矿稀土、中钨高

新，港股上市公司有五矿资源、五矿建设。 中

钨高新自8月6日起停牌，根据公告，五矿集

团拟将旗下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等与中钨高新主业相关的资产注入中

钨高新。

五矿集团旗下其余4家A股上市公司12

月8日午后集体异动， 株冶集团一度涨停，

最终收盘涨幅5.66%， 五矿发展收盘涨幅

高达6.24%，金瑞科技、五矿稀土涨幅也超

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