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胜电子加快布局智能驾驶领域

均胜电子2月15日晚公告，拟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6亿股，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86亿元，用于合并及

增资美国KSS公司，收购德国TS道

恩的汽车信息板块业务及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通过此次收购，公司将进

一步加快在智能驾驶领域的布局，

成为汽车电子、汽车安全，特别是主

被动安全、HMI、自动驾驶、汽车信

息和车联网领域的全球供应商。

收购海外资产

根据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包括美国项目和德国项目。 美国项

目方面， 公司通过新设立的美国全

资子公司Merger� Sub合并美国公

司KSS， 本次交易的基准合并对价

为9.2亿美元；德国项目方面，公司

与公司德国子公司普瑞控股共同向

德国TS道恩收购其汽车信息板块

业务，交易基准对价为1.8亿欧元。

通过此次资产购买，均胜电子将

进一步加大在智能驾驶领域的布局。

其中，KSS公司为全球顶级汽车安全

系统供应商， 业务包括主动安全、被

动安全和特殊产品三大类别，为面向

自动驾驶提供安全解决方案的公司。

KSS公司拥有丰富的用户、车辆和环

境数据库和近千项专利储备。

TS道恩致力于车载信息系统、

导航与辅助驾驶和智能车联系统的

开发和服务， 从最初的车载无线电

系统和影音娱乐系统，到面向前、后

装市场的导航设备、 数据安全和延

伸服务， 以及车载模块化软硬一体

信息服务和数据安全系统。 TS道恩

活跃在车载信息系统领域的前沿，

拥有多项车用信息和数据安全等领

域的专利储备。

均胜电子表示，通过内生和外延

并重模式积极拓展新的产品系，以期

与现有的驾驶控制系统形成合力，积

极布局自动驾驶和智能车联方向，推

动安全、 舒适和环保的驾驶理念，实

现在汽车4.0时代的战略升级和突破。

发挥协同效应

根据公告， 并购后公司将成为

汽车电子、汽车安全，特别是主被动

安全、HMI、自动驾驶、汽车信息和

车联网领域的全球顶级供应商。

通过对KSS的收购， 均胜将进

入汽车主被动安全领域， 完善公司

在汽车安全领域的布局， 为自动驾

驶时代做好准备。 公司与KSS产品

有众多协同效应， 围绕驾乘者能够

提供更多更高效的产品和系统。

公司现有的HMI业务能够与

主被动安全系统结合， 为整车厂商

提供集成度更高和更安全的解决方

案。 该解决方案可以将驾驶者相关

信息与汽车安全系统直接连接，主

动安全系统将综合驾驶行为和路面

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并反馈给HMI

系统使汽车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

高。 相关驾驶数据也可以反馈给整

车厂商， 通过大数据分析解析多种

驾驶情况，完善汽车功能。

同时，通过收购TS道恩的汽车

信息板块业务， 公司将增加智能导

航、 辅助驾驶和车载信息系统模块

类产品。 上述业务与公司现有产品

系整合， 面向整车厂商提供更加完

整的解决方案， 布局未来自动驾驶

关键软件技术。

公司表示，这次并购标的KSS总

部位于美国， 在北美有多个生产、研

发、销售中心，与北美的整车厂有长

期的战略合作，这将极大完善公司在

北美地区的业务布局。 并购后的规

模效应也将体现在供应链管理方

面，利用规模和地域优势，进一步降

低采购成本， 提升利润率。 另外，

KSS已经进入日本和韩国市场，并有

研发和销售中心，这为公司未来拓展

日韩市场奠定了基础。（任明杰）

奥飞动漫牵手川大智胜

拓展虚拟现实技术产业

奥飞动漫、川大智胜2月15日晚

双双公告，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虚拟现实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开展多形式、

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合作，研发用

于智能硬件方面的图像识别、 虚拟

现实技术等应用产品，开拓新市场。

此外， 双方将发挥各自的软硬

件技术、IP、内容和渠道优势，在动

漫IP、智能硬件产品、儿童乃至家庭

娱乐虚拟现实产品， 软件应用开发

等智能领域开展全面深度合作；双

方将合作开发全景互动虚拟现实内

容，并向教育和科普领域推广。

奥飞动漫表示，此次合作将对

公司的业务运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川大智胜则表示， 通过此次合作，

公司有望在全景互动体验系统所

需的虚拟现实内容上有所突破，并

在细分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对公

司未来业绩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欧阳春香）

■ 责编：郭宏 美编：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6年2月16日 星期二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6

C

多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浮亏

□本报记者 张玉洁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15日

收盘，2016年以来共有49家公司公告完

成当期员工持股计划，25家公司计划推

出员工持股计划。 在市场大幅调整的情

况下， 多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出现浮

亏，采用杠杆的员工持股计划面临较大

风险。

49家完成员工持股计划

由于市场波动剧烈， 在今年完成建

仓的公司大多面临“建仓即亏损” 的尴

尬境地。 数据显示，49家公司中，有32家

建仓成本价高于现价。 倒挂比例超过

30%的有海虹控股、 康盛股份和东方园

林，分别为34.3%、33%和31.5%。 三家公

司的员工持股计划均通过二级市场购

买， 海虹控股和康盛股份持股计划均为

两倍杠杆，东方园林则为3倍杠杆。 由于

连续下跌， 海虹控股股价已逼近控股股

东股票质押平仓线。

有17家公司目前股价高于其建仓平

均成本价。 其中，达华智能、启明星辰和

宏图高科浮盈超过或及接近100%。 不

过， 达华智能和启明星辰的浮盈主要是

因为该持股计划参与了公司的非公开发

行，购买价格本来就包含折价率。达华智

能和启明星辰员工持股计划成本均价分

别为7.17元/股和10.79元/股， 两家公司

股价分别为19.85元/股和23元/股。 宏图

高科持股计划建仓平均成本仅为9.95元/

股，公司目前因拟披露重大事项停牌，目

前股价为19.42元/股。

在49家已完成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

中，规模最大的为泰禾集团。公司2015年

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 拟通过二级市场

购买不超过12亿元，分三期完成。该员工

持股计划设立了优先级份额和劣后级份

额， 大股东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动态补仓及优先级本息差额补足义务，

并为优先级本息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员

工持股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于1月中旬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4763.3261

万股，购买均价23.79元/股，占公司总股

本3.83%。

部分公司追加保证金

部分面临较大风险的公司开始调

整员工持股计划，补仓、追加保证金、调

整或者干脆终止员工持股计划，成为其

选择。

金叶珠宝2月14日晚公告， 停牌期

间，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已通过筹

措资金、 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及时进行补

仓，有效降低了平仓风险。2月15日，在黄

金概念股走强和利好公告的支撑下，金

叶珠宝一度冲击涨停，收于16.70元/股，

上涨4.9%。

亿纬锂能2月初在互动平台上表示，

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认购的

“亿纬锂能1号” 集合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的禁售期内，如“亿纬锂能1号” 单位净

值等于或低于预警线， 资金补偿方必须

追加资金。 “亿纬锂能1号” 的资金补偿

方“亿纬科技” 已足额追加资金。 据了

解， 亿纬锂能2015年12月底完成员工持

股计划建仓， 成本均价为29.76元/股，该

计划有3倍杠杆， 公司最新股价收于

22.15元/股。

万达信息2015年实施一期10亿元

规模的员工持股计划， 预计浮亏超过

50%。 公司2月4日公告，决定终止2015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并通过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金额不变的前提

下， 以1：1优先级与进取级再次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

庞大集团则于1月28日晚宣布，由

于近期A股市场非理性波动等因素，公

司决定终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控股

股东庞庆华承诺，承接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的3亿元增持份额， 将投入不超过5

亿元资金增持公司股份。此前庞大集团

员工持股计划显示，公司员工筹集资金

总额为1亿元全额认购相关资管计划

的进取级份额，该资管计划份额为3亿

份左右。

此外， 高杠杆员工持股计划在市场

急剧下跌时风险加大， 并影响到后续员

工持股计划的设计。 2016年已经公布员

工持股计划预案的25家公司中， 拟通过

参与非公开发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

司数目达到了9家， 占比接近40%，而

2015年全年这一比例还不到30%。

多家员工持股计划解禁

从2014年6月员工持股试点以来，二

级市场购买一直是市场的主流模式。 其

中，2014年11只，2015年达到139只。 该

模式的锁定期基本为一年，2016年将进

入集中解禁期。 业内人士表示， 在此期

间，大股东对股价的诉求会比较强烈，建

议关注临近解禁期的标的。

根据相关公告，近期有高新兴、杰瑞

股份、苏宁环球、新海宜、美亚光电和利

欧股份6家公司相关员工持股计划解禁，

除杰瑞股份外，其余均处于浮盈状态。杰

瑞股份员工持股计划2015年1月完成建

仓， 购买均价为30.68元/股， 购买数量

1806.44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

公司最新收盘价为15.91元/股。

此外， 在4月前解禁的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中，御银股份、汉得信息和联化

科技目前股价低于员工持股计划建仓

平均成本价。 其中，汉得信息持股计划

有2倍杠杆。

出版传媒行业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蒋洁琼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5

日，申万

文化传媒行业共有

22

家上市公司公布

2015

年业绩预告， 其中

16

家公司增长，

占比达

73%

。 业绩预增幅度居前三的为

东方明珠、新文化、华录百纳，分别为

250%

、

110%

、

101%

。

2015

年平面出版媒体业绩稳定

增长，但增速较

2014

年有所放缓。 发

布业绩预告的

8

家平面媒体上市公司

中，仅两家业绩预增。业内人士指出，

2015

年传统平面出版业务增长乏力，

是导致相关公司营收增速放缓的主

要原因。

天舟文化在

2013

年以后开始发展

移动网游戏业务，

2014

年公司总营收为

5.16

亿元， 其中移动网游戏业务创造了

1.56

亿元的营业收入，占比达

30%

。天舟

文化表示， 将继续扩张移动网游业务。

公司于去年底公告拟收购派娱科技、游

爱网络等公司。

长江传媒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2.04

亿

元，公司预计

2015

年实现净利润增长幅

度为

47%-56%

，实现净利润

3

亿元

-3.18

亿元。 长江传媒表示，

2015

年公司加快

产业链延伸，积极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业

务；实施管理提挡升级，推行精细化管

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投资专业

化经营水平等。

分析人士表示，在新业态尚未成为

增长动力之前，传统业务仍将挑起上市

公司营收规模和维持增速的重任。以凤

凰传媒为例，公司积极挖掘传统业务潜

力，布局文化地产、在线教育产业，在大

数据、影视、网络游戏上也有投资。 同

时，公司传统出版业务资源广，成为发

展新业态的坚强后盾。

亚太股份拟发力智能网联汽车业务

亚太股份2月15日晚公告，公

司与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签

订了《智能网联汽车合作开发战略

协议》。

根据协议， 为适应新能源汽

车、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抓住

智能技术研发的制高点，三方合作

开发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样车。 其

中，北京亚太为智能网联汽车样车

智能驾驶技术应用实施方，亚太股

份为智能网联技术和相关集成系

统产品的提供和技术服务方，北汽

研究总院在整车技术和整车网络

协议等方面为亚太股份提供合理

指导与支援。

亚太股份表示， 此次合作开发

智能网联电动汽车， 将切实推进公

司智能驾驶技术产业化及新能源汽

车电子产品产业化的应用， 提高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 为长远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欧阳春香）

新华百货高送转议案被董事会否决

新华百货2月15日晚公告称，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否决了股东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兆赢提议的年报“10转13”

高送转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此前表

示， 公司积累了巨额的资本金和未

分配利润， 提议以公司总股本2.26

亿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3股， 共转增2.93

亿股。

公司董事会认为，零售行业发展

受多方面不利因素影响，行业增长压

力较大，形势比较严峻，进行高比例

转增股本，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

际情况和长远发展利益， 也不会提

高股东权益。 经公司征询控股股东

物美控股对该高转增议案的表决意

向，物美控股表示，鉴于零售行业目

前发展趋缓，业绩增长压力较大，现

阶段进行高比例转增股本的举措不

适宜实施，对此持否定意见。

公告称， 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

宝银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高转增事项

之前6个月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

票共1602.58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

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持有公司股票

7220.2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 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承诺未

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票的计

划。 （任明杰）

文化长城拟收购联汛教育80%股权

文化长城2月15日晚发布公

告，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联

汛教育80%股权， 并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股票暂

不复牌。

公告显示， 联汛教育80%股权

的交易价格确定为57600万元，其

中40%的交易金额以现金方式支

付，60%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为32.23元/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49450万

元，在扣除相关中介机构等费用后，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

充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补偿协议，标的公司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分别为2500万元、

6000万元、7800万元和100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

涉足教育相关领域， 主营业务由单

一的艺术陶瓷业务向艺术陶瓷业务

与教育产业“双轮驱动” 的模式转

变。 （王维波）

打造一流跨媒体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

南方传媒实现整体上市

□本报记者 黎宇文

2月15日， 南方传媒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成为猴年挂牌第一股，

也是广东省省级文化企业整体上市的

第一股。

南方传媒在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

市场占有主导地位，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

在全国新课标教材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 公司此次首发募集资

金超过10亿元， 用于夯实传统出版发行

主业， 同时加快公司的数字化建设和转

型，通过产业与资本的结合，将南方传媒

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跨媒体内容提供商和

运营商。

上市首日，南方传媒以7.36元/股开

盘，此后股价封于8.83元，较6.13元的发

行价上涨44.05%。

传统主业保持增长

作为广东省第一家实现整体股份

制改造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南方传媒

已形成图书、报刊、发行、印务、数字、投

资六大业务板块， 拥有出版、 印刷、发

行、零售、物流、物业、跨媒体经营等出

版传媒行业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出版和发行业务是公司目前主要

收入板块。 2012年至2014年，公司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31.78亿元、38.01亿元、

44.14亿元， 实现净利润2.76亿元、2.95

亿元、3.51亿元。 2015年上半年，发行和

出版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分别达

到38.63%、35.61%。 海通证券分析认

为，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净资产收益率

等财务指标近年来高于同行业公司平

均水平，得益于出版和发行业务的持续

增长，2013年和2014年公司毛利分别

较上年增长16.58%和18.03%。

出版方面，公司通过全资控股的人

民社、教育社、科技社、花城社、新世纪

社等子公司从事教材、图书和电子音像

产品的出版业务。 其中，公司出版的粤

版新课标教材增至19科，覆盖全国31个

省(市、自治区)。 发行方面，公司发行网

络与渠道遍布广东省。 截至2015年6月

30日，发行集团拥有子（分）公司94家，

直营网络经营面积约28.81万平方米，

直营网络中1000平方米以上的书城有

28个，图书销售网络覆盖广东全省。 与

此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外省市场，扩大

粤教版图书销售范围。

在文化产业“走出去” 方面，南方

传媒2010年至2015年输出到国外及港

澳台地区的图书版权签约项目达996

种，版权输出数量在国内出版企业中名

列前茅。 2007年至2014年，公司每年出

口贸易总额超过2亿元。

除上述传统业务外，公司积极拓展

数字出版等业务。 近些年，公司主要布

局数字版权运营、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

应用开发、智能化数据库建设、移动媒

体运营等相关业务，以寻求新形势下的

业务增长。

打造教育和数字出版产业链

公司表示，教育产业链和数字出版

产业链是公司未来两个重要的发展方

向。公司教育产业链的整合包括打造品

牌图书、设立培训体验中心、联合出版、

版权经营、内容数字化改造、内容周边

产品运营等。

其中， 品牌图书将打造中小学教

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系列产品，预计

开发1365种教育图书；培训体验中心将

开办幼儿园特色培训服务、家长培训服

务等高级培训课程；内容数字化改造方

面， 在与作者签订纸质出版版权的同

时，签订网络信息传播权，将优质的教

育图书内容转换成数字内容；周边产品

经营方面，对品牌教育图书周边知识产

权进行深度开发，如动漫产品、绘本、玩

具、文具等周边产品开发。

此外， 利用教育出版内容的优势，

公司将搭建数字教育内容聚合平台，形

成“内容+平台+终端” 的一体化解决

方案，面向广大中小学学生、教师、家长

和学校提供全方位的教育信息化产品

和服务。

南方传媒数字出版产业链将开创

全媒体、多业态商业模式，推进出版产

业转型升级， 包括与国内外出版龙头

企业的跨地区合作， 与南方影视传媒

集团、互联网公司等跨媒体合作，与电

信运营商、 国内外知名的智能终端供

应商等跨行业合作， 与优质民营文化

公司开展产品、 项目和资本的跨所有

制合作。

目前， 公司已构建了南方云媒体、

云出版、云阅读、云教育和云终端五大

平台为载体， 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正在布局和建设的广东国家数字出版

基地、南方文化产业中心，将成为南方

传媒产业升级的重点园区。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数字出版实

现营业收入3387.7亿元，占全行业营收

的17.0%，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数字

出版已经成为新闻业的战略性兴产业

和出版发展的主要方向。

海通证券分析认为，此次募资既能

够强化公司传统的出版、 发行等业务，

夯实公司的行业地位；又有利于加快公

司数字化建设与转型，加强一体化产业

链建设。

南方传媒董事长王桂科在挂牌仪

式上表示，此次上市对公司发展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将通过产业与资本

的结合，把公司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跨

媒体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并建设成

为广东文化强省的出版主力军、中华

文化“走出去” 的生力军、中国文化

产业的南方出版基地和重要战略投

资者。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慎海雄（右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司长朱伟峰（左二），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

会党委书记孔庆伟（左一），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桂科（右一）出席南方传媒上市仪式并敲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