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飞动漫投资全景视觉公司“互动视界”

□

本报记者 黎宇文

2月21日，奥飞动漫宣布，将以增资扩股方

式投资全景视觉服务商 “互动视界全景视觉”

（Sightpano），交易完成后，奥飞将成为“互动

视界” 最大的机构股东以及董事会成员，并享有

后者后续优先的投资权和业务合作权。

作为中国最早的全景视觉应用机构， 互动

视界的作品有口皆碑，包括《中国好声音》鸟巢

巅峰之夜全景拍摄、《九层妖塔》VR宣传片、

9·3大阅兵全景录制等。除此之外，互动视界在高

端商业客户场景营销领域也有诸多成功案例。

公司创始人兼CEO张海浪表示， 在全景视

觉领域，互动视界具备两大优势：一是基于VR

全景视觉娱乐内容策划、创意与生产能力；二是

为高端商业客户提供基于VR全景视觉的交互

式营销与推广服务。

据悉，双方联姻之后，将继续在影视科技、

VR全景交互、VR主题乐园、体育娱乐、VR互动

营销以及VR全景直播及录播等领域继续释放

能量。

业内人士分析，近几年来，奥飞动漫在产业

并购和投资方面有不断加速的趋势， 近期相继

投资了诺亦腾、时光机虚拟现实公司、互动视界

等虚拟现实产业。 今年1月20日，宣布了启动智

能S计划,将投入20亿元资金,研发包括智能机

器人、可穿戴手表等智能终端。 因此，公司对资

金需求较大。

值得关注的是， 奥飞动漫实际控制人

6000万股的减持计划已于近日实施完成，将

为公司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 公告显示，此次

减持的全部金额将根据奥飞动漫运营所需，

为其提供无息借款， 直至公司自有营运资金

充足时再归还。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

将持续协同上市公司，不断完善以IP为核心的

泛娱乐生态布局。

金安国纪拟收购

杭州联合电路板100%股权

金安国纪2月21日晚公告称，2月21日金安

国纪、 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及田军签署了

《关于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 金安国纪拟对田军所持有的杭州联

合电路板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行收购。 各方

确认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

报告中载明的100%股权的股权价值作为作价

依据，由交易各方最终协商确定。本次股权收购

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资料显示，杭州联合电路板是一家根据中

国法律合法设立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

司，住所为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经营范围为

生产、销售：印刷电路板。 田军先生是杭州联合

电路板的唯一股东， 持有杭州联合电路板

100%股份。

公司表示， 本次收购主要为公司覆铜板新

产品试验担负实验工厂的作用。 通过PCB生产

比较成熟的杭州联合电路板在PCB行业中对公

司研发的覆铜板新产品进行试用和完善， 直接

接触PCB下游客户（覆铜板产品的直接使用客

户），使公司研发出更多、更新、性价比更高、能

适应各种客户需求的覆铜板新产品， 进一步扩

大中高等级覆铜板产品的市场份额。（王维波）

普莱柯禽用疫苗

获得生产批文

普莱柯2月21日晚间公告， 公司一款禽用

疫苗2月19日获得农业部核发该疫苗兽药产品

批准文号批件。

公告称， 在前期获得农业部核发相应疫苗

新兽药证书的基础上，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

农业部审查准予公司生产鸡新城疫、 传染性支

气管炎、禽流感（H9亚型、基因重组）三联灭活

疫苗（La� Sota株+M41株+Re-9株）。

公司于2012年10月18日向农业部首次提

交该疫苗临床试验申请，经后续临床试验、新兽

药注册等阶段， 公司2月19日收到农业部核发

该疫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

该基因重组疫苗研发系公司承担河南省重

大科技专项主要研发内容之一， 截至目前已完

成了该疫苗上市前所需的临床前研究、 临床试

验、新兽药注册和生产批文获取等工作。

公称称，此前，市场上流通的同类产品疫苗

属于常规全病毒疫苗， 而公司与合作方开发成

功的新疫苗是采用基因重组方法构建获得的重

组禽流感（H9亚型）病毒———Re-9株，该毒株

具有增殖滴度高、抗原保护谱广、免后HI抗体

高、生物安全性好（毒力弱）等优点，产品填补

了国内在禽流感（H9亚型、基因重组）三联灭

活疫苗方面的空白， 是行业禽用疫苗升级换代

的重要新产品。

普莱柯表示，公司将积极组织生产，该产品

近期将会上市。 该新兽药生产批文的取得推动

了公司禽用疫苗产品的升级换代， 保持了公司

在市场化销售领域多联疫苗创新领先地位，将

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欧阳春香）

首创资产欲退出国利能源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显示， 北京国利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

牌价格为2.339亿元。

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

年，注册资本为3亿元，目前，其股权结构为成

都妙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5%， 北京黑

钻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 国投资产管理公

司、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金

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金森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和天津博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均持股10%。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北京

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其不再

持有国利能源股份，其他股东表示，放弃行使

优先购买权。

从财务数据来看，国利能源2015年实现营

业收入4.29亿元，净利润2.81亿元。 以2015年5

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11.4

亿元，评估值为36.9亿元；净资产账面值为-2.

12亿元，评估值为23.39亿元，评估值大幅溢价。

对于受让方资格条件，转让方要求并不高，

仅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

织。（李香才）

昆仑万维董事长周亚辉：

收购Opera后整合效应会迅速显现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春节期间参与对Opera的收购让去年在

TMT投资市场上颇为出手密集的昆仑万维再

次吸引了外界目光。在2月20日举行的媒体沟通

上，公司董事长周亚辉表示，对Opera的收购后

续侧重在于整合， 而未来昆仑万维的战略性并

购也将围绕工具软件、社交平台、游戏、互联网

金融、视频娱乐五大板块展开。

改造Opera提升盈利能力

昆仑万维联合360以及丝路基金收购老牌

浏览器厂商Opera成为春节期间IT圈的热点事

件， 周亚辉表示，“Opera� PC端的用户主要集

中在俄罗斯、德国、波兰、美国等欧美国家，移动

端则是集中在印度、印尼、俄罗斯等国家。 和外

界预期不同，最近数据显示，Opera的PC端用户

仍在增长。 ”

周亚辉称， 技术上未来将在Opera中加入

网址导航页面，“经过内部测算，如果把导航站

加上，人均搜索量能够翻一倍，Opera每年可以

多赚5000万美金。至于移动端，只要把现在盈利

模式从搜索改成信息流的模式， 其收入可以增

加200%，变成原来的三倍，这也就意味着一年

能多1.2亿美金收入。 ” 而数据显示，2015年

Opera的利润为1.08亿美元。 周亚辉表示，如果

公司的整合到位，Opera在消费业务端能增长

1.5-3亿美金的利润。

昆仑万维上市后，进行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

投资。公司首先参投信达天下、趣分期、随手科技

三家互联网金融细分领域龙头；去年5月，参与投

资汽车后市场公司E保养； 同时还参股了国内

P2P网贷平台银客网、英国P2P平台LendInvest。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进行如此多的跨界投

资，使得业内对昆仑万维多有不解之处。周亚辉

表示说，“背后有关于全局战略的思考， 昆仑万

维瞄准的是国际市场，用五大板块，打造一个国

际市场上的互联网生态，五个板块包括：工具软

件、社交平台、游戏、互联网金融、视频娱乐。 实

际上昆仑万维之前的投资多是在围绕着五个方

面进行布局。互联网工具和社交平台构成了5亿

用户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昆仑再去发展游戏、互

联网金融还有视频娱乐业务。 再利用用户系统、

大数据系统、推荐系统、广告系统形成各大板块

之间的协同和引导。 ”

继续寻求收购社交平台

对于2016年公司的发展战略，周亚辉表示，

“尽管我认为手游爆发式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未来可以看到的时间内， 一年整个市场仍然

将维持20%-30%之间的增幅。 ” 。

“昆仑刚刚签下了Supercell马上要在全球

发行、国内同步发行的大作《部落冲突：皇室战

争》， 由于这款产品之前的运营数据非常优异，

因此公司对该产品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

周亚辉表示，2016年开始，公司游戏自研产

品的收入会提升很快，自从IP战略开始之后，公

司自研的产品比例在2016年大约能从20%上升

到50%左右。

互联网金融方面，周亚辉表示，2016年公司

重点要落地韩国和日本的互联网金融。 而在视

频领域，2016年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在国外启

动视频娱乐项目，公司目标是2016年做到1000

万日活跃用户。

“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 一定要做大量投

资， 当然昆仑万维的投资也不都是战略性的投

资，很多也是财务投资，未来战略性的投资只会

围绕以上的五大板块来展开。 ”周亚辉说，外界

对公司收购Grindr这个案子有很多不理解，但

实际上对于昆仑而言Grindr是主业投资+财务

投资。

“Grindr的月活跃用户只有800万左右，不

足以满足公司夯实底层用户数的要求。 但昆仑

投资Grindr的估值是1.5亿美金，三年后估值10

亿美金并不困难，所以作为财务投资，它无疑是

一个好标的。 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再收购一家用

户体量更大的社交平台。 ”

周亚辉对昆仑万维的远景规划是， 到2020

年公司利润达到10亿美金。 “这其中主要的构

成是，Opera浏览器以及其他工具软件的广告

业务有3亿美金；社交平台会员费加广告，大概

一年可以做到1.5亿美金；游戏1亿美金左右；互

联网金融目标是贡献2亿美金利润；视频娱乐预

估能做2.5亿美金左右。 ”

东杰智能

拟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东杰智能2月21日晚间发布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公司拟向14人授予280万股限制性股

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164%，授予价格为每

股16.95元。其中首次授予部分为252万股，预留

部分为28万股。

本次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14人，激

励对象包括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

管理层人员共5人，包括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李祥

山；董事、总经理贾俊亭；副总经理朱忠义；财务总

监武同铭；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新海。

本次激励计划的锁定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

予之日起12个月内，首次限制性股票将分三期

解锁，解锁条件包括：以2015年营业收入为基

数，2016年-2018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不

低于20%、40%和60%。（欧阳春香）

业内人士认为

维生素价格上涨有望延续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自2015年底B1、B2

和B5等B族维生素提价以来，VA和VD3近期

也陆续提价，涨幅显著。 春节后将进入维生素

的采购期，相关品种有望持续提价。 由于维生

素产能供应相对集中且需求刚性，加之供给侧

改革且环保监管趋严双重因素利导，涨价趋势

有望延续。

VA涨幅或超预期

本轮VA上涨的导火线是帝斯曼（DSM）

于2015年12月停产检修，在此背景下，2016年1

月20日， 国内VA龙头新和成领先上调VA报

价， 价格由不到100元/kg上涨至180元/kg，涨

幅达80%。 多家券商研究报告认为本轮上涨，存

在超预期的可能性， 价格有望触摸到200元

/kg，甚至超过这一区间。

目前全球VA供需基本平衡。 由于VA的技

术壁垒很高，过去10年业内没有新的进入者，全

球一年供给和需求基本都保持着3和3.5万吨，

处于平衡状态， 预计2016年上半年供给端大幅

增产的可能性较低。

VA行业属于寡头垄断， 业内竞争格局较

好。 目前仅有BASF、DSM、新和成、安迪苏、浙

江医药、 金达威六家企业生产，DSM及新和成

两家占据了行业40%-50%的份额，对价格具有

相当的话语权。

由于近年来VA价格接连处于下降通道，下

游和经销商的库存均很低。 本次新和成主动提

价后，成交价很快跟上，BASF也随之提价，说明

业内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如渠道、下游饲料

商、竞争对手均有涨价的意愿。

随着库存储备周期的到来，有望为VA带来

一波超预期的上涨态势，成交价格有望站上200

元/kg， 如果新增产能投放进一步低于预期、落

后产能退出等事件综合催化， 本轮涨价的幅度

和持续时间均有望超预期。

VD3或成下一匹黑马

除VA涨幅一马当先外，其余维生素小品种

涨价也此起彼伏，包括VB1、VB2、VB5等，其主

要催化剂和VA相似，皆为供给端的收缩，使价

格提升到一个新的供需平衡点。 总结这些涨价

品种，其共同特点是行业较小、周期轮换较快、

竞争格局较好、生产企业基本以国内（易于形成

价格联盟）为主。 纵观行业全局来看，VD3满足

以上条件，并且价格尚处于底部。

VD3主要用于饲料添加剂， 需求与养殖业

景气度相关。 养殖和饲料业经历过去几年的低

点后有望景气回升。 VD3在饲料成本中仅占千

分之一，下游敏感度低。VD3的生产门槛主要体

现在上游NF级胆固醇和VD3油，并由此决定成

本。 花园生物是国内唯一具有NF级胆固醇和

VD3油自行生产能力的厂商，成本最低。海盛制

药、新和成、浙江医药可自产光化油，成本次之；

金达威的产业链最短，成本最高。

VD3价格目前基本见底，历次涨幅高，弹性

大。 总体来看，VD3自身的进入和退出门槛较

低，基本2-3年为一个周期，每次涨价幅度均颇

为可观。 2007年至今，VD3共经历四轮涨价周

期， 历次涨价催化剂均为供给侧发力。 目前，

VD3的价格已经下降到近年低点， 价格基本见

底，在50-60元/kg徘徊，除了花园生物外，全行

业亏损，有望实现反转。 历史上，历次价格涨幅

可达150-420元/kg，弹性巨大。

核心厂家涨价意愿强烈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虽然

维生素市场规模增长缓慢， 但维生素产品主要

用于医药和饲料，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为刚性

需求， 且维生素占主要产品的成本不到1%，对

中游厂家影响有限。 在刚性需求下，需求曲线比

较陡峭，随着供给端收缩，价格上涨的空间和幅

度可能比较大。

花园生物一位高管表示， 当前主要维生

素产品的厂家处于寡头竞争状态，前期产品

低价导致厂家经营状况不佳。 现在产品涨价

能够大幅增加毛利，改善经营状，因此生产厂

家提价意愿强烈。 此外，因为进入壁垒相对较

低， 历史价格上涨周期均较为短暂， 本次受

环保整体趋严， 部分厂家退出或限产影响，

价格上涨动力强于过去，持续时间有可能较

以前长。

“价格上涨将直接提升公司的毛利水平，进

而进一步改善公司的净利水平。 ” 上述高管认

为，业绩弹性大的公司需要符合三个标准：首先

是出货量较大，且供货稳定；其次是目前处于盈

亏平衡点附近； 第三是公司的固定费用支出较

高，且比较稳定。 这类型的公司随着价格提高，

销售收入的增加将导致净利的数倍增加， 业绩

有大幅改善的预期。

东风伟世通十堰公司50%股权挂牌转让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显示，延锋伟

世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东风伟世通（十堰）汽

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5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而

持有其另外50%的股东东风科技明确表示，不放

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东风科技或将接盘，东风伟

世通十堰公司可能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东风科技或接盘

根据挂牌公告， 东风伟世通十堰公司50%

股权挂牌价格为2.1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05

年12月，注册资本为88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开

发、设计、生产、销售汽车饰件系统和主要零部

件并提供售后服务。目前，东风科技和延锋伟世

通投资有限公司均持有该公司50%股权。 此次

股权转让方为延锋伟世通， 东风科技明确表示

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从财务数据来看， 东风伟世通十堰公司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94368.72万元， 净利润

4359.17万元。以201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该公司资产总计账面值为69142.6万元；净资产

账面值为13250.88万元，评估值为42100万元。

对于此次转让， 延锋伟世通对于受让方设

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 如注册资本不少于10亿

元。受让人应为专门从事汽车内饰制造的企业，

且最近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需不低于10亿元。

但除有法律法规规定外， 东风伟世通十堰公司

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受让资格不受上述

条件的限制。

强化内饰件业务

资料显示， 东风科技与美国伟世通等于

2003年成立东风伟世通，2005年成立东风伟世

通十堰公司。 东风伟世通十堰公司借助伟世通

在全球的技术开发和管理平台， 拿到了东风日

产“天籁”车的内饰项目。 产品从最开始单一的

门板向遮阳板、顶棚、后搁板等方向延伸。

2013年2月，东风科技持有东风伟世通的股

权由40%增加至50%。 东风科技当时称，股权受

让是为了简化和优化东风伟世通的股权结构，

加强对东风伟世通的实际控制。受让股权后，有

利于提高东风科技在汽车内饰件业务的影响，

进一步强化内饰件业务作为东风科技重点业务

的地位。

如果此次成功受让东风伟世通十堰公司

50%股权， 东风科技将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东风科技汽车内饰业务得以进一步强化。

岭南园林股东拟减持不超过821万股

岭南园林2月21日晚公告称， 其股东新余长

袖投资有限公司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拟计划于

2016年2月26日起不超过6个月进行股份减持，拟

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8,212,909股， 即不超过新

余长袖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计划减持

期间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为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价 （按复权后计

算）；减持方式为大宗交易方式。

公告表示，截至本公告日，新余长袖持有公

司股份32,851,63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9%。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新余长袖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承诺的前提下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王维波）

上周57家公司股东减持2.8亿股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春节后开市以来，据万得资讯的统计，沪深

两市有5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其股东减持股份的

公告。 数据显示， 这些公司的股东共减持股份

2.7856亿股，参考市值为48.8133亿元。

从这些已实施减持的股东情况看， 其中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1.3205亿股， 参考市值为

12.0998亿元； 高管减持股份为1.1083亿股，参

考市值为32.6334亿元； 个人股东减持股份为

3568万股，参考市值为4.08亿元。

从股东减持的目的看， 都是由于资金的需

求，并且都遵守了相关承诺。 业内人士分析，正

常情况下， 上市公司股东增减其所持股份主要

是一种市场行为， 但由于公司股东在上市公司

决策中比一般股东有着更大的优势， 更为了解

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发展前景， 因此其减持

更为市场关注， 因此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特别在目前股市波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

更要规范和透明。

在一些公司股东实施减持的情况下， 还有

一些公司发布了其股东拟实施减持股份的情

况。 据记者粗略统计，近日有9家上市公司的股

东拟实施减持股份。

根据相关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大多数股东

拟在公告发布后的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择机

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并且主要通过大宗交易的形

式减持，有的还确定了减持股份的价格。 如花园

生物公告称，其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因为公司经营的需要拟减持股份，按照目前

公司的总股本计算，预计其所减持股份数量合计

将不超过900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98%。 其中若按照集中竞价交易方式，3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其他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日之日起至2016年

12月31日，减持价格区间为每股20元以上，所减

持股份的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

不过，在一些股东减持的同时，也有不少上

市公司股东不断增持股份， 表明了其作为股东

对公司股份价值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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