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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电子拟收购博微长安

四创电子3月10日晚公告称， 拟向华东所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博微长安100%股权，预

计交易金额为11.22亿元。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7.06亿元， 拟用于高频微波基板生

产线建设项目、 低空雷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以

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告称， 博微长安经营中低空警戒雷达和

海面兼低空警戒雷达装备， 机动保障装备以及

粮食仓储信息化改造等业务， 具有良好的盈利

前景。本次交易将拓宽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同时在雷达装备领域丰富产品线， 业务布局进

一步完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气象雷达、

空管雷达等主要应用于民用领域的雷达业务，

将博微长安的中低空警戒雷达和海面兼低空警

戒雷达装备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使得上市公司

全面进入军用雷达领域， 有助于上市公司充分

发挥军民用雷达业务在产品研发、工艺技术、原

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实现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任明杰）

新三板

领军者千人会成立

□本报记者 徐文擎

3月10日，由盛景网联（833010）主办

的“第二届新三板市值管理高峰论坛”在

北京召开， 盛景网联联合众多新三板高成

长企业代表、一线投资机构、做市商、分析

师、律师、会计师等共同发起成立“新三板

领军者千人会” 。

据了解，“新三板领军者千人会”成员

由知名新三板高成长企业董事长和业界一

线专业机构代表组成。 入会企业需在新三

板已经挂牌或申报， 并应至少符合下述四

项标准之一： 企业市值或估值达到10亿

元；达到新三板创新层企业标准；细分市场

第一股或隐形冠军企业； 获得顶尖基金投

资并书面推荐。

据介绍， 盛景网联已有超过600家盛

景学员企业成功在新三板挂牌。 2015年4

月，盛景网联发布10亿元规模的首只新三

板母基金。 2015年7月，盛景网联挂牌新

三板。

拟定增募资20亿元

博腾股份投资两大项目

博腾股份3月10日晚公告，拟以非公开发

行方式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1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生物医药

CMO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25000万元，

东邦药业阿扎那韦等9个产品建设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61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15000

万元。

根据公告，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

权发生变化。 本次募投项目“生物医药CMO建

设项目” 主要是将上市公司的CMO业务从化

学药向生物药延伸，拓宽服务范围，打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东邦药业阿扎那韦等9个产品建设

项目” 主要将医药中间体向原料药升级，提升

产品附加值。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上市公司将

进一步构建生物医药CMO生产能力，并向原料

药产业链延伸，加快实施发展战略，推动业绩持

续快速增长。（王维波）

鸿利光电

一季度净利预增140%

鸿利光电3月10日晚公告， 预计一季度实

现净利润5726.70万元至6544.80万元， 同比增

长110%至140%。

公司表示，2016年一季度LED照明市场需

求较好，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发展，主营业务保持

了稳定增长。此外，公司转让了参股子公司鑫诠

光电15.05%股权，预计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

对净利润的影响约1400万元。

鸿利光电非公开发行近期获得证监会审核

通过。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1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72549万元，用于SMDLED建设项目、收

购良友五金49%股权并增资项目并补充流动资

金。（黎宇文）

举报其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爱康国宾再度出招美年大健康

□本报记者 傅嘉

针对美年大健康对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整体收购一事，爱康国宾3月10日再度

出招， 实名举报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俞熔违反反垄断法。

爱康国宾称起诉事件独立

爱康国宾此次对美年大健康发难， 始于美

年宣布收购慈铭的全部股权。美年近期公告称，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资管” ）、北京东胜康

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韩小红和李世海合计持

有的慈铭体检72.22%股份，交易完成后，美年大

健康将取得慈铭体检100%股份。

爱康国宾表示，根据美年大健康公告，此次

交易的买方美年大健康和卖方之一的天亿资管

均为自然人俞熔实际控制的两家公司，且俞熔在

2015年3月和11月已分别通过美年大健康和天

亿资管对慈铭体检进行了两次股权收购交易，取

得了对慈铭体检的控制权。 其中，2015年3月，俞

熔通过美年大健康完成了对慈铭体检27.78%股

份收购；同年11月，俞熔通过其控制的天亿资管

收购慈铭体检68.40%股份。 两次收购完成后，俞

熔合计间接控制慈铭体检96.18%股份。

爱康国宾提出，按照相关法规，参与集中的

所有经营者上一个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

额合计超过20亿元， 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

上一个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

亿元的情况下， 需要向商务部反垄断局进行反

垄断申报。

爱康国宾表示， 俞熔通过天亿资管收购慈

铭体检68.40%股份交易完成后， 俞熔已取得了

慈铭体检的独家控制权，构成了经营者集中。 根

据美年大健康公布的数据， 美年大健康的2014

年度中国境内营业额为14.3亿元， 慈铭体检为

9.1亿元，两家公司2014年度的中国境内营业额

均已超过规定的申报门槛。因此，该交易应在第

二次收购（即俞熔通过天亿资管收购慈铭体检

68.40%股份）交易完成前，向商务部反垄断局

进行反垄断申报。 俞熔和美年大健康至今未向

商务部提交任何关于该次交易的申报， 严重违

反有关规定。

爱康国宾还表示，美年大健康、慈铭体检与

爱康国宾为中国健康体检市场中的前三大民营

专业体检机构， 此次收购打破了体检市场的竞

争格局，导致主要竞争者由三家减少为两家，对

于相关市场的良性竞争造成了严重损害， 并可

能对下游客户及社会消费者在体检服务供应商

的选择空间和议价能力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去年因私有化事件结下梁子的两家公司，

新年之后摩擦持续升级。 2月24日，爱康国宾发

布声明称已起诉美年大健康。 在声明中，爱康国

宾表示， 美年大健康工作人员入侵公司网络非

法获取资料，使得公司业务受到不利影响，爱康

国宾因此起诉美年大健康要求赔偿5000万元。

爱康国宾公司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此次举报是独立的， 和私有化事件并无关

联，举报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行业发展。根据美年

大健康相关公告， 才知悉了此次对慈铭收购的

细节，因此决定对美年大健康进行举报。

美年称借此干扰私有化

对于此次举报，美年方面很快作出回应。公

司给中国证券报记者发来的声明称， 有关天亿

资管购买慈铭体检股份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事

项，与上市公司美年大健康无关，美年大健康不

予发表意见。 美年大健康收购慈铭体检股份已

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收购事项的推进将严

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所需的各项程序。

美年大健康在声明中否认涉嫌垄断。 公司

表示，从体检市场占有率的角度，专业体检机构

集中度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根据海通证券的

研究报告，美年大健康、慈铭体检、爱康国宾三

家企业的合并市场占有率仅为2.6%， 健康体检

是充分竞争的市场， 全国有数千家公立医院和

其他专业机构参与市场竞争， 并不存在所谓垄

断的事实依据。

和爱康方面不同， 美年在声明中直指私有

化问题。 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公司正在积极参与

爱康国宾私有化的竞购进程， 与公司竞争的张

黎刚（爱康国宾董事长）频繁以非市场行为干

扰私有化进程，目的在于阻碍私有化正常进行。

“目前来看，双方的私有化纷争已从单纯资

金层面角力，进入到更加复杂的阶段。 ” 市场分

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爱康国宾和美

年大健康之间只要私有化事件得不到解决，双

方的摩擦仍有继续升级的可能。 由于爱康国宾

正处于缄默期， 市场也难以猜测张黎刚本人的

真实想法。 单纯从本次事件来看，除了《反垄断

法》和商务部的有关规定外，体检市场权威数据

的统计也需要进一步确认。

因信息披露涉嫌违法

新华都被证监会立案稽查

新华都3月10日晚公告，收到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 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

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稽查。

根据公告，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 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公司股票交易将

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

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

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称，目前各项业务正常，上述事项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王荣）

加快全球市场布局

中国中车获13亿美元海外地铁订单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中国中车正加快在全球市场布局， 不断斩

获海外订单。 中国中车3月10日晚公告称，公司

中标芝加哥7000系地铁车辆采购项目， 标的金

额高达13.09亿美元。 这一订单是芝加哥运输管

理局历史上最大规模地铁客车采购订单， 相当

于该市客车总量的一半。 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

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最大地铁

车辆项目。

美国市场再下一城

根据中国中车的公告， 美国芝加哥交通管

理局宣布，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其

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南车美国有限责任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 中标芝加哥7000系地铁车辆采购

项目， 该项目标的数量846辆车， 标的金额为

13.09亿美元。

据海外媒体报道， 这一订单是芝加哥运输

管理局历史上最大规模地铁客车采购订单，相

当于该市客车总量的一半。 同时，这也是迄今为

止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最

大地铁车辆项目。 芝加哥拥有美国的第二大公

共交通系统，其地铁历史悠久，目前运营8条、总

长170公里的线路。拿下这一订单对中国中车意

义重大。

事实上，美国轨道交通市场对于中国中车

来说具有巨大的机会。 根据德国轨道交通咨

询机构SCI&Verkehr的统计， 美国是世界上

第二大铁路市场，仅次于中国。 未来，美国对

铁路的需求持续性较强，包括纽约、费城、洛

杉矶等城市均有轨道交通线路车辆设备更新

计划。

此前，中国中车在美国轨道交通市场已先

下一城。2015年1月，尚未合并的中国北车发布

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北车（美国）公司与美

国马萨诸塞州海湾交通管理局（MBTA）签订

了出口美国波士顿红橙线地铁项目合同，总金

额约为41.18亿元。 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

业在美国面向全球的招标中首次胜出并登陆

美国市场。

海外市场成果显著

中国中车正加快在全球市场布局。 当初中

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 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要消除彼此间的恶性竞争， 加强全球

竞争力，进一步拓展海外布局。中国南车与中国

北车合并预案里，首次提出了“跨国经营、全球

领先”的目标。 从目前来看，南北车合并的效果

正不断显现。

2015年，中国中车在海外市场斩获颇丰。去

年3月，中国北车唐车公司透露，收到土耳其伊

兹密尔市85辆轻轨车辆的中标通知书；7月，中

国中车唐车公司首批3列出口阿根廷内燃动车

组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 中国铁路装备行业

第一个海外制造基地， 位于马来西亚的 “东盟

（东南亚国家协会） 制造中心” 正式投产；11

月， 中国中车出口欧洲的首列动车组列车从马

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出发， 顺利抵达东部城市韦

拉斯，完成在欧洲的首次试跑。

去年11月18日，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徐宗祥表示， 目前中国中车的业务量在铁路

装备行业、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已经居全球第一，

占全球30%的市场份额。 最近几年，公司海外业

务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公司表示，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密切关注

和跟踪“一带一路” 、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

以及高铁“走出去” 等战略规划的落地，融入国

际产能合作，加大“联合出海” 力度。 着力打造

中国品牌，有效配置全球资源，积极推动对外投

资并购。

钢材价格稳步走高可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近期钢材价格出现暴涨暴跌， 经过暴力拉

升之后， 市场又快速回归平静。 业内人士分析

称，目前钢材市场库存依然较低，后市稳步走高

的行情依然值得期待。

暴涨暴跌行情

“国内钢材价格走出了近五年来少有的飙

升行情。 ”对于近期钢材市场走势，兰格钢铁研

究中心分析师路华英如此形容。

3月4日、7日和8日， 连续三天的强势涨停，

将钢材期货与现货市场的整体情绪拉至疯狂。

随后，期盘全线杀跌，市场暴力拉升后快速大幅

回吐，部分成品材暴跌直逼暴涨前的低点。 过山

车行情的演绎，非理性操作可见一斑。

路华英分析指出，“此波钢价行情是从春

节开始，连续两周调高后达到高潮。 而爆发节

点应该是钢市期盘上演的连续逼空行情，将市

场整体情绪燃至极点。 唐山世园会的环保草案

对市场形成助攻，同时借助本已存在的低库存

优势和超跌后的反抽动能，整体演绎出爆发式

上扬。 ”

有望稳步走高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钢材市场库存依然较

低。市场疯涨开启之前，流通环节的领涨成品材

中厚板和热轧卷板就已表现出了较明显的资源

紧张态势。据了解，目前主要地区大户手中资源

仍旧较为紧张，市场虽然快速回吐，但也多在商

家的预期范围内， 钢厂的资源上量时间也不确

定。 钢价暴跌后，下方仍存在支撑。

路华英指出， 与春节后火爆的楼市遥相呼

应，降首付、降契税等诸多利好频现，带动了一

二线城市的楼市上涨，三线城市随之跟涨。而宽

松政策所体现出来的流动性加码也对钢材市场

复苏有利。 钢市除了受到房地产市场回暖所带

动的市场信心支撑， 人民币汇率在春节后的整

体拉升也给市场一定积极预期， 成为助力市场

走高的一个因素。

据兰格云商平台数据监测，澳粉61.5%均价

目前在480元/吨左右， 普氏指数回升至60美元

上方；而BDI指数春节后连续16个交易日上涨，

海运市场呈现回暖势头。

不过，成材的暴涨也刺激了部分僵尸企业

复活，部分钢厂停产线已在近期陆续复产；矿

石市场，即便国外个别大型矿山企业出台减产

计划，以缓解铁矿石资源的供应压力，但一些

成本在60美元/吨左右的矿山企业也按捺不住

开始发货，铁矿石的供应增量提升，整体抬升

了钢厂的生产成本， 预计这种传导将在后期

体现。

对于未来行情， 兰格钢铁网资讯总经理马

力表示：“经过这几天的暴涨暴跌， 市场逐渐回

归理性。 供应偏紧的背景下钢材价格仍可能继

续走高，只是会相对温和。 ”

春节因素扰动 2月车市趋冷

□本报记者 任明杰

3月10日，中汽协发布2月份汽车产销数据。

受春节因素影响，2月份汽车产销环比、 同比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1-2月，汽车产销虽然同比

实现增长， 但低于中汽协此前关于2016年汽车

销量全年增长的预期。

分车型看，SUV仍然是拉动乘用车市场乃

至整个汽车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1-2月，

新能源汽车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但相比于去年

四季度出现明显下滑。 2016年新能源汽车市场

将从“冲量” 进入“求质” 时代。

政策力挺新能源汽车

据中汽协会统计，1-2月新能源汽车生产

37937辆，销售35726辆，比上年同期均增长1.7

倍。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850辆和

24835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6倍和2.7倍；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087辆和

10891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60.1%和68.5%。

相对于去年四季度， 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

车受多重因素影响，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补贴方

面的因素，产销量出现了明显下滑。银河证券指

出，2016年补贴水平下滑，将对第一季度产销量

产生一定影响。2015年第四季度的高增长，一定

程度是地方政府达标压力与赶乘补贴 “末班

车”的结果，供过于求的压力隐现。

财政部针对新能源汽车骗补行为的专项检

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出清虚假需求。 财政部将

组织全国35个专员办检查北京、上海、江苏等25

个省市， 覆盖2013年-2015年度获得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支援的全部90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 并延伸至部分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企事

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不过，新能源汽车仍然受到政策力挺。 国务

院常务会议日前提出，从动力电池、充电基础设

施、 财政补贴等方面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渤海证券指出，这进一步定调新能源汽

车发展， 并将其作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和

发展新经济的重要内容。 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由

孕育期步入市场导入期，2016年年初产销明显

下滑的现象已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政策支持

力度有望持续加大。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

场。 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从“冲量” 进

入“求质” 时代。 特别是动力电池方面，工信部

部长苗圩指出， 动力电池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整

车性能、质量、安全等各方面成败，工信部联合

行业内外9家企业， 已经投入5亿元资本金，正

在组建动力电池研究院或者动力电池研究研发

平台。

2月产销同比双双下滑

据中汽协数据，2月，汽车生产161.18万辆，

环比下降34.43%，同比下降1.31%；销售158.09

万辆，环比下降36.94%，同比下降0.86%。 其中，

乘用车生产140.25万辆，环比下降34.96%，同比

下降0.83%；销售137.67万辆，环比下降38.45%，

同比下降1.53%。 商用车生产20.94万辆，环比下

降30.64%，同比下降4.41%；销售20.42万辆，环

比下降24.49%，同比增长3.90%。

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06.9万辆和

408.7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7%和4.4%。

其中，产量增速回落，销量增速基本持平。 分月

看，1月汽车产销比上年同期保持增长，2月同比

出现小幅下降。 前两个月产销增速与上年全年

增速基本持平。 不过，这一增速低于中汽协此前

关于2016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的全年预期。

其中， 乘用车产销355.89万辆和361.33万

辆，同比增长5.10%和5.11%，增幅分别比上年

同期回落5.81个百分点和3.61个百分点；商用车

产销51.03万辆和47.36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4.83%和0.96%，降幅比上年同期分别收窄11.34

个百分点和18.53个百分点。

从前两个月表现看， 政策市的特征依旧明

显。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5年10

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 对购买1.6升及以下

排量乘用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优惠政

策。 由于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占整个乘用车

市场的比重接近70%，这一政策取得立竿见影的

效果， 一度岌岌可危的汽车市场最终实现“V”

型反转。这一政策效果也延续到2016年。1-2月，

1.6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256.6万辆， 同比增长

5.5%，高于乘用车总体增速0.4个百分点。 1.6升

及以下乘用车占乘用车销量比重为71%。

SUV持续高速增长

分车型来看，SUV仍然是拉动乘用车市场

乃至整个汽车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1-2月，乘

用车四大车型中，轿车产销分别为175.57万辆

和 177.80 万辆 ， 同比 分 别 下 降 11.88% 和

12.46%；MPV产销分别为41.77万辆和43.58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13.62%；交叉型乘

用车产销14.50万辆和12.87万辆， 同比分别下

降 28.38%和 36.37% 。 与之相比 ，SUV产销

124.05万辆和 127.08万辆 ， 同比分别增长

53.07%和54.80%。

未来5年，SUV市场预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势头。 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部长杨大勇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发达国家的成熟乘用车市

场，SUV车型占整个乘用车销量的比重在35%

左右。目前中国市场SUV车型的占比仅有28%，

预计到2018年占比能达到35%。

作为车市稳定器的SUV车型， 也是上市车

企， 特别是自主品牌乘用车企盈利增长的催化

剂。 长安汽车、长城汽车、江淮汽车等上市车企

均受益于SUV的快速增长。 以长安汽车为例，

2015年， 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3亿元-101亿元， 同比增长23%-33.

58%。公司表示，合营企业长安福特新品锐界、金

牛座上市，福睿斯的销量同比大增，投资收益增

加；重庆长安本部CS75、CS35等销量同比大增。

受益于SUV市场的快速增长， 中国品牌车

企看到了弯道超车的希望。在2月销量排名前十

位的SUV生产企业中，以长城汽车、长安汽车、

江淮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品牌车企占据半壁江

山，助力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2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63.98万辆，同比增

长5.48%，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6.47%，占有率

比上月提升0.79个百分点。

■

“新三板”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