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天然气二股东

拟减持1%股份

陕天然气1月18日晚公告称， 公司股东澳门

华山创业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 计划在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120,754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1%。

澳门华山创业持有陕天然气61,507,85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53%， 是公司的第二大股

东。 公告称， 澳门华山创业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后，澳门华山创业不再

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傅嘉）

■

“新三板” 动态

中材国际

预计去年净利增长逾3倍

中材国际1月18日晚发布2015年业绩预增公

告称，公司预计2015年度净利润为1.48亿元，同比

增加310%-360%，每股收益0.14元。

业绩增长的原因是，由于2014年公司清理各

项资产损失金额较大，以及2015年四季度人民币

汇率变动影响，2015年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出

现较大幅度的增长。（王荣）

东软集团与四维图新战略合作

□本报记者 王荣

东软集团和四维图新1月18日晚双双公告

称，双方有意在地图数据和动态交通信息、无人

驾驶技术、车联网应用服务体系、手机车机互联

技术等六个方向探讨并细化合作方案， 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 以期在近期及远期对双方的业务

发展和战略布局均带来有力推进。

根据协议， 四维图新将以最优惠的商务条

件向东软提供相应的导航电子地图、 高精度地

图和动态交通信息数据；除客户指定外，东软承

诺在所有需要以上数据的相关软、 硬件领域优

先采用四维图新的数据。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

在ADAS技术、 导航引擎及高精度地图方面的

优势，面向无人驾驶汽车提供核心服务引擎。共

同建设和完善国内的车联网应用服务体系，合

作开展地图数据增量更新的云服务。 双方利用

各自的技术优势在手机与车机互联应用领域开

展相应的合作， 共同致力于推动国内相应服务

的发展。 双方结合各自在多个国家的compiler

和导航软件开发及原始数据方面的优势， 共同

面向Tier1、车厂等提供整体导航解决方案。 双

方将发挥各自海外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技术优

势，共同拓宽相应的全球业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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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晚，2016“乐行天下” 新年音乐

会暨太平洋保险司庆25周年专场演出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欢快奏响。 今年是太平洋

保险成立25周年的特殊日子，太平洋保险以

“乐行天下” 全国交响乐巡演奏响了改革转

型的新篇章。

新年音乐会开场前，“中国太平洋保险

25周年发展回顾” 图片展生动回顾了太平

洋保险自成立以来的一个个重要发展瞬间，

一路成长、一路探索，不断改变、不断突破，

种种细节和成就无一不深深打动到场的观

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停留并合影留念。

正式演出开始前，太平洋保险正式发布

了司庆25周年标识。 竖起的小手代表“2” ，

象征胜利和成就，体现了每一位客户的顺利

成长；摊开的大手代表“5” ，象征太平洋保

险的呵护，整体含义是太平洋保险25年来为

客户成长带来专业呵护。 太平洋寿险董事

长、总经理徐敬惠等老员工、新员工及客户

代表以视频形式发表感言，回顾与公司相伴

成长的历程，表达对太平洋保险未来发展的

衷心祝福。

随着太平洋保险主题曲《在你身边》奏

响第一个音符，演出正式开始。 为配合新年

气氛，本次音乐会在曲目方面选择了大量旋

律轻快活跃的交响乐作品，《胡桃夹子》选

段、《南国玫瑰》、《假日小号手》、《欢腾的

西部舞曲》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欢快地击打着

听众们的心。 演出结束前，在观众们的热烈

掌声中，著名指挥家陈燮阳三次返场，为庆

祝司庆25周年特别献演的《生日快乐+花好

月圆》混搭曲目和《康康舞曲》、《拉德斯基

进行曲》将整场演出推向了高潮。

创办于2009年的“乐行天下” 全国交响

乐巡演，是太平洋保险携手有着百年历史的

上海交响乐团倾力打造的中高端客户体验

活动，目前已举办了28站演出。今年，该品牌

化活动将继续在全国各地推广、 普及交响

乐，太平洋保险也将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随

时、随地、随心的保险服务。

“乐行天下” 是太平洋保险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实施服务转型升级的具体体现。 实

际上，2007年A股上市以后， 太平洋保险就

确定了“推动和实现可持续价值增长” 的经

营理念。 经过转型，太平洋保险的发展方式

得到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变，更多地向着健康

组织这个方向迈进。 组织健康成为太平洋保

险价值增长的重要的内生动力。

除了为中高端客户打造“乐行天下” 的

极致体验活动外，太平洋保险还能借助大数

据描绘客户脸谱，实施不同的客户策略。 例

如， 在11个城市建设中高端客户专属服务

“金玉兰” 理财规划师队伍， 这支队伍中

90%的客户经理都在35岁以下，这个团体所

获得的新客户55.5%是80后。 创新中小企业

专属产品“财富U保” ，截至2015年底服务

中小微的客户数已经突破了7万。 通过客户

脸谱的描绘，产险、寿险在精准施策、实现有

效的市场策略方面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重点

客户当中非常有针对性地实现加保策略。 在

新产品方面，寿险“安行保” 、“利赢年年” 、

“幸福相伴” ，产险的航班延误险，安信农保

的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太平洋资产管理公

司的“稳健一号”的理财产品，长江养老“盛

世天伦” 组合，都广泛受到机构投资者和个

人投资者的喜爱。 实现老客户加保和新客户

获取的双轮驱动。

太平洋保险的转型还体现在新技术应

用实现中后台支持前端。 在客户端，太平洋

保险建立了在线平台， 设立了在线商城，开

发了“中国太保” 的微信服务号，提供了很

多移动、便捷的服务。 2015年前11个月在线

商城的客户互动、交互已经超过了7400万人

次；实现的保单超过了290万笔。 在“中国太

保” 的微信服务号界面，已经有超过1.1亿人

次实现交互互动，关注的群体超过了400万，

微回访超过了180万人次。 同时产险也正在

试点推广客户端自助理赔的APP，已经在个

别分公司试点。

在业务端，神行太保已经成为太平洋寿

险营销员的标配，获得了国家专利。 神行太

保加载了移动的保全，包括电子签名等30多

个APP的应用项目， 覆盖了销售、 契约、服

务、管理四大类型，到2015年10月底，我们的

移动保全业务已经达到了51.2%。

在理赔端，太平洋产险的3G快速理赔系

统已经升级到2.5代， 大大提高了理赔的效

率，很好地提高了客户的体验。全国有628万

人次体验过了3G快速理赔。

全体太保人都加入了转型改革的洪

流：近3000人参与了转型设计，涌现了一大

批在转型中成长的年轻干部， 所有太保人

正在感受转型带来的变化。 全司1600多人

参与“转型大家谈” ，为转型献计献策；转

型办和18个转型项目在全国招聘， 先后有

220多人参加具体项目的设计、实施、推进、

优化和完善的工作；全辖产、寿险79家分公

司， 有超过100人作为分公司的转型总监，

在分公司班子的领导下面， 全力推动转型

项目的落地。

正如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高国富所

说的，“2016年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25周

年大庆。 太平洋保险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空。 未来很美好，但是我们的努力是须臾不

能停止。我相信在我们全辖10万名员工和56

万名营销员的共同努力下面，我们在未来的

保险格局当中应该能够走得更好，我们的价

值增长会更快、更健康。 ”

—企业形象—

音乐唱响转型 健康助力成长

———太平洋保险在沪举办司庆25周年专场新年音乐会

金洲管道大股东增持的股票达到止损线

□本报记者 傅嘉

1月18日早间临时停牌的金洲管道午间披

露停牌原因称， 公司第一大股东金洲集团通过

中融基金-民生银行增持1号资产管理计划增

持的公司股票达到止损线。 金洲集团将采取积

极措施，筹措资金进行补仓，使得产品单位净值

不低于预警线，以保证持有公司股权的稳定性，

并在实施相关措施后尽快复牌。

根据公告，2015年12月，金洲集团（以控股

子公司北京湖商智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通

过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票15,291,319股，

增持均价为18.97元/股，约定的预警线为0.85，

止损线为0.80。 目前公司股价已达到《中融基

金—民生银行增持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的预警线和止损线，资产管理人中

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向北京湖商智本投资有

限公司发出预警通知，要求及时进行补仓，以保

证产品单位净值不低于预警线。 金洲管道最新

股价为11.7元。

隆基机械推出10配3股方案

1月18晚，隆基机械公布配股发行方案，拟以

公司目前总股本298800000股为基数， 按照每10

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共计可配股

份数量为89640000股。

公司本次配股价格为5.57元/股，较二级市场

价格有较大的折扣。 公司股票18日收于14.45元。

按三季度报告数据计算， 配股价对应的动态市盈

率和市净率分别为24.57倍及1.24倍。

本次配股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亿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外， 募集资金净额中不超过2

亿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其余将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本次通过股权方式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将使

公司的资本实力得到充实， 短期偿债能力得到较

大的提升，使公司财务状况更加健康，为后续的债

务融资拓展空间， 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发行公告， 公司股票将于1月21日收盘

后停牌，2月1日复牌。（董文杰）

携手Gestifute

复娱文化进军体育产业

复娱文化 （831472）1月18日宣布与葡

萄牙体育经纪公司Gestifute达成战略合作，

双方将通过境内合资公司开展球员经纪、赛

事运行以及肖像权经纪代理等方面业务。

据介绍，双方将充分利用Gestifute旗下

顶级球星及教练资源， 全权代理其中国商业

代言， 承办球星见面会等各类商业活动以及

公益活动；引进国外优秀球员进入中国市场；

帮助国内优秀球员转会至欧洲俱乐部； 建立

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 培养有潜力的球员到

海外深造；同时，公司还将围绕球星IP进行衍

生品业务运营，如网游开发IP授权、专属品牌

销售经营等。

Gestifute系欧洲最负盛名的体育经纪

公司之一， 旗下拥有穆里尼奥、C罗、J罗、德

赫亚、迭戈·科斯塔等顶级教练和球星，同时

还拥有 C罗和 J罗的个人品牌“CR7” 、

“JR10” 。

复娱文化CEO施瑜表示，公司专注于文

化、“互联网+” 产业运营与投资，目前已完

成在体育、音乐和游戏领域的布局，未来还将

拓展至演出、 影视等领域。 复娱希望借助与

Gestifute这样的业界精英公司合作，自产业

链上游打造顶尖的文娱、 体育内容， 进而链

接、输出各类优质IP，全方位拓展相关线上及

线下业务。（黄淑慧）

称因对方违约在先 九龙山大股东暂不支付尾款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刚刚发布更名公告的九龙山（600555）

1月18日晚又发布了一则关于股东之间有关周

边资产股权转让款支付的进展公告。公告称，大

股东方面认为李勤夫方面存在违约， 私自占用

公司资产并造成公司损失， 所以暂不支付周边

资产转让的尾款， 并要求李勤夫方面对其所造

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事件要追溯到2011年。 海航方面在收购九

龙山股权之际， 还连带收购了九龙山游艇俱乐

部等周边资产。当时，海航方面已向李勤夫支付

了全部16.9亿元的上市公司股权收购款。 之后

双方虽然出现过矛盾，但2014年经过调解后海

航方面又支付了5亿元周边资产转让款项，并

计划在过渡期内，如果出让方遵守相关协议，海

航会在2016年1月15日过渡期结束后支付3.1

亿元的周边资产转让尾款。然而，根据专业第三

方机构调查发现， 李勤夫方面存在严重违反调

解文件相关规定的情况， 应向大股东方赔偿

8.3399亿元的损失。

公告显示， 大股东方认为李勤夫方面严重

隐瞒了九龙山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2011年3月

份以来的交易情况，未依约披露、交接合同多达

452余份， 其中涉及多项重大诉讼纠纷及巨额

对外负债， 并给大股东方造成3.7181亿元的重

大损失。 同时，大股东方还指出，李勤夫导致公

司的资产持续受到损害， 占用九龙山公司及其

各级子公司资产， 并存在隐瞒游艇俱乐部及高

尔夫俱乐部会计核算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违规事

项、重大风险事项的情况，为公司带来超4亿元

的损失。

借壳或曲线借壳持续火热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借壳“井喷” 之势延续，2016年刚刚过去

半个来月， 就有大杨创世等5家上市公司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涉及借壳或曲线上市；正处

于借壳过程中的公司也在快速推进相关工作，

如恒力股份借壳大橡塑过会、新光集团借壳方

圆支承预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恺英网络成功

借壳泰亚股份、恺英网络借壳泰亚股份实施完

毕。 投行人士表示，供需矛盾下，借壳或曲线上

市案例料仍将呈现高发态势。

快递行业上市潮起

一大波民营快递公司正在借壳上市的路上。

1月15日晚， 处于停牌中的大杨创世发布

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与意向

重组方圆通速递股东已就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事宜初步达成一致，各方拟共同推进公司现

有业务、资产、负债、人员等全部置出，并以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圆通速递股权，同

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组完成后，圆通速递

实际控制人将成为大杨创世新的实际控制人，

而圆通速递则将成为大杨创世的子公司。

这是继申通快递借壳艾迪西不到三个月

后，又一家拟借壳上市的民营快递企业。 在此

之前，正在停牌重组中的准油股份也对外披露

交易标的为快递物流相关企业。

自2015年始，本土民营快递企业纷纷寻求

资本的力量进行快速扩张。 阿里联合云峰基金

战略入股圆通速递， 行业第一梯队中的绝大多

数公司已经进行外部引资。相对而言，借壳上市

较IPO可节省相当的时间成本。 目前除申通、圆

通以及披露IPO报告书的德邦物流外， 行业第

一梯队中的中通、 顺丰， 第二梯队中的百世汇

通、EMS等， 已经成为业界重点关注和猜测可

能加快上市的快递企业。

曲线上市案例不断

借壳成功自然是各方皆大欢喜， 但并非坦

途， 借壳上市等同于IPO审核以及创业板公司

不允许借壳上市的两道“紧箍咒” 使得借壳难

度陡增。因此，规避相关规定实现曲线上市就成

为不少中介机构和公司的主要关注点。

按照相关规定， 构成借壳上市有两个必要

条件：一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二是置

入资产超过上市公司前一年资产规模的100%。

因此，只要成功规避其中一个条件,就无需进行

借壳上市审核。前述投行人士指出，拟上市资产

规模相对较大， 一般都会超过被借壳方前一年

资产规模的100%，第二条很难规避，在资产注

入期保持实际控制人不变更便成为突破口。

部分中小券商便选择曲线上市， 即采用非

金融类上市公司控股或全资收购券商股份的方

式。如哈投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公开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江海证券9家股东持有的江海证券

的全部股权；同时，公司还拟以自有资金购买伊

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江海证券

0.054%的股权。 若成功实施，江海证券将成为

哈投股份全资子公司， 从而实现曲线上市。 同

时， 哈投股份拟定增募集不超过50亿元的配套

资金，若此方案顺利实施，则意味着江海证券实

现了曲线上市+补充资本金的双重目的。

停牌近一年的宝硕股份近期也公布重组

预案， 公司拟作价77.51亿元收购贵州物资集

团、茅台集团等持有的华创证券100％股权，同

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77.5亿

元，用于补充华创证券资本金。 本次重组完成

后，华创证券将成为宝硕股份全资子公司。

目前，中山证券、安信证券、同信证券及湘

财证券均已或正在通过这种模式登陆A股市

场。 不过，由于涉嫌违规，大智慧收购湘财证券

目前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后续可能还存在一

些变数。

选择曲线上市的还有中概股公司。 1月6日

晚，完美环球发布重组方案，公司拟发行股份

购买完美世界100%股权，作价120亿元。 与巨

人网络拟借壳世纪游轮、盛大游戏拟借壳中银

绒业的“借壳上市” 路径不同，完美世界将作

为完美环球实际控制人池宇峰控股的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

易主公司可关注

除了上述方式外，还有一些公司通过“两

步走” 即先易主、后注入的方式实现曲线上市。

华联矿业的资本运作与“两步走” 颇为契

合。 2015年8月，主营铁矿精粉采选的华联矿业

实际控制人易主为柴琇。公告显示，柴琇为广泽

投资总裁，旗下全资控股吉林乳业，资产总额逾

20亿元人民币，“广泽” 品牌液态奶占有吉林

省市场份额的50%以上， 为吉林第一大乳业品

牌。 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华联矿业于2015年11

月发布重组预案， 公司拟定增募资8.06亿元收

购广泽乳业100%股权和吉林乳品100%股权。

由于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若本次重组成功，

即可实现实际控制人旗下乳业资产的上市。

新大洲A1月18日也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一

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拟筹划股权转让事项，可

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此外，近期还

有鑫茂科技、 顾地科技等公司发布公告称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业内人士指出，公告实际控制人“易主” 的

公司， 尤其是新任实际控制人旗下拥有众多未

上市资产的，很可能正在蛰伏后续的资本运作，

尤其值得关注。

61份分配预案过半数高比例转增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月18日晚中国

证券报记者发稿时， 两市已有61家A股上市公

司预披露了2015年度分配预案，主要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为主，转增比例在每10股转增12股及

以上的占了一半以上，最高转增比例为每10股

转增25股，另有38家拟现金分红。

公积金转增为主

在61家预披露2015年度分配预案的上市

公司中，拟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有58家，计划

送红股的仅有4家，另有38家拟进行现金分配，

其中拟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时进行现金分红的

达到34家。

多数方案拟大比例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其中， 拟每10股转增20股及20股以上的有16

家，拟每10股转增10股以上至20股以下的有17

家，拟每10股转增10股的有19家，拟每10股转

增10股以下的有6家。

现金分红方面，有37家公司的预案给出了

明确数据，其中，拟每10股分配2元及以上的公

司有15家，拟每10股分配1元的有16家，拟每10

股派1元以下的有6家。

公积金多是基本条件

上市公司热衷公积金转增股本， 主要原

因有三：

一是上市公司公积金存量多。 这是转增的

基本条件。 数据显示，2015年三季度末每股资

本公积金在3元以上的有21家，2元以上3元以

下的有16家，1元以上2元以下的有15家，1元以

下的有9家。 如目前计划转增比例最高的财信

发展公告称，鉴于公司稳定的经营及盈利情况，

且具有较高的资本公积， 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生

举及公司控股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议公司2015年度分配预案为：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同时现金分红

比例不低于2015年度净利润的20%。

二是这些公司股本相对偏小。据统计，在拟

转增公司中，总股本3亿股以上5亿股以下的为

11家，3亿股以下的达到30家，占比约一半。

三是业绩普遍良好。 在61家公司中，2015

年前三季度每股收益在0.3元以上的为31家，全

年业绩预计增长的（包括续盈、扭亏、略增）达

到35家。

因此，可适当关注那些总股本较小，每股资

本公积金较多，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