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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利联：定增收购四川龙蟒获证监会核准 价格上涨超预期

6月23日，佰利联发布公告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获证监会核准，这意味着公

司斥资百亿收购四川龙蟒的定增项目

基本尘埃落定，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的

一颗炸弹成功解除。

出口持续增加， 石原提价

有望带动国内第八波涨潮

6月23日，海关总署提供统计数据显

示 ，2016 年 5 月 我 国 钛 白 粉 出 口

71231.552吨， 创下历史单月最大量，同

比增长50.6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增长

27.96%，出口均价约在1541.1美元/吨，其

中出口前三名国家为印度、美国、韩国，

2016年1-5月钛白总出口284623.731吨，

同比增长24.85%。

出口需求的持续大幅增加，也将钛

白粉价格推向新高点，6月中上旬以来，

国内钛白粉企业掀起了今年以来的第

七波涨价狂潮， 国内多数硫酸法金红

石型和锐钛型钛白粉的主流报价将在

11000元/吨~12800元/吨及9300元/吨

~9800元/吨（均含税）。

6月23日， 亚洲地区最大的钛白粉

生产制造商之一石原(ISK)宣布，自7月1

日起，亚太地区销售的钛白粉价格上调

150美元/吨，这是继2016年4月1日石原

对亚太地区钛白粉提价150美元/吨之

后的再次涨价，国际钛白粉巨头或将紧

随其后“推波助澜” 。 石原再次涨价继

国内钛白粉市场第七波涨潮落定之后，

有望带动国内“金九” 第八波涨潮。

佰利联（002601）和四川龙蟒的钛

白粉出口量占到全国总出口量40%以

上，是国内钛白粉出口量大幅增加及价

格持续上涨的最大的受益者。

2016年业绩增长无压力

“目前基本没有库存，”佰利联董秘

申庆飞表示，“年后库存就维持在2万吨

左右，约为一个月的产量，相比两个月的

行业平均水平，已经出现大幅下降，目前

市场对钛白粉的需求太过旺盛， 根本做

不过来，有时不得不停止接单。 ”

“2016年钛白粉价格的上涨将超过市

场预期。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目前钛白粉报

价已达到13000元/吨，接下来的7、8月份为

传统的行业淡季， 预计多以夯实之前调涨

和完成之前订单为主，9月份有望迎来新的

一波价格上涨，预计2016年下半年钛白粉

成交价将维持甚至突破13000元/吨。 ”佰

利联董秘申庆飞说道。

关于2016年半年报业绩，佰利联董

秘申庆飞认为，“一季报中， 公司提到

的2016年半年报业绩预期可以实现，预

计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6995-9326万元，同

比增长50%-100%。 ”

考虑到钛白粉价格的传导以及真

正体现在公司业绩中需要一段时间，以

及目前氯化法钛白粉稳定运行，且成功

实现量产，公司在全国率先实现氯化钛

白粉生产有望抢占市场先机，2016年三

季度公司业绩可能超出市场预期，看好

公司2016年全年业绩的高速增长。

供给侧改革及钛精矿短

缺加快小产能出清，并购

整合加速行业集中

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去产能政策

的出台与落实，结构性地改善钛白粉行

业供求关系， 而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

式实施的《钛白粉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新标准，预计将加速淘汰的产能占到总

产能的20%。 受益于2016年供给侧小产

能逐步出清，钛白粉行业有望开启新一

轮上涨周期。

据报道，近期攀西地区钛矿报价坚

挺上行，钛白粉企业反馈，再过些日子，

带着钱去攀枝花采购钛精矿很可能空

手而归了。 有分析认为，在钛精矿短缺

的情况下，攀枝花肯定会优先满足龙头

企业需求， 这对中小产能的钛白粉企

业，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此外，佰利联收

购的四川龙蟒拥有较大规模的钒钛磁

铁矿资源， 且具备60万吨/年以上的钛

精矿采选能力，双方整合之后可在未来

较长年度内保证公司钛白粉生产所需

钛精矿， 提高公司钛精矿的自给能力。

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有利于降低公司营

业成本，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佰利联和四川龙蟒强强联手，二者

合计产能将达到56万吨，占国内总产能

的18%， 在国内占据绝对龙头地位；国

内钛白粉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前五大

产能占比将提高到40%以上；二者的出

口量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40%；此次收

购完成，新的佰利联将一举超越康诺斯

成为仅次于杜邦、亨斯迈、科斯特的全

球第四大钛白粉生产商，有利于提高国

内钛白粉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话语权，也

标志着国内钛白粉行业整合大潮已经

起势，未来走向有序发展，对行业影响

深远。

（苏夏）（CIS）

新规明确募集资金投向

上市公司定增“补流”“偿债” 急刹车

□本报记者 王荣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募集配套资金

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

还债务” 的新规后，不少上市公司的“补流” 、

“偿债” 计划胎死腹中。 京能电力6月26日晚公

告称，拟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

配套资金用途，将原计划用于偿还山西漳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山西京

同热电有限公司项目投资。 郑煤机同日也公告，

将此前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2亿元中的拟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的1.8亿元， 调整为全部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新方案砍掉“偿债”计划

6月13日，京能电力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根据方

案，公司拟不低于5.21元/股的价格，向京能集团

发行不超过10.54亿股，并支付现金9亿元，购买

京能集团持有的京能煤电100%股权。 同时，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30亿元，其中9亿元

用于支付购买京能煤电100%股权的现金对价，

不超过11亿元用于山西京同热电有限公司项目

投资，10亿元用于偿还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借款。

根据证监会6月17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

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京能电力6月24日召开

董事会商讨变更募集配套资金投向事宜，董事会

决定，将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优

先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

于山西京同热电有限公司项目投资。 其中9亿元

用于支付向京能集团购买其持有的京能煤电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剩余不超过21亿元用于

山西京同热电有限公司项目投资。

换句话说，在证监会新规发布之后，京能电

力此次募集的配套资金砍掉了偿还债务这一项。

一季末，公司的财务费用为18819.87万元，负债

率为51.84%，这在电力行业中并不算高。

“补流”“偿债” 急刹车

6月17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

与解答》， 规定：“考虑到募集资金的配套性，所

募资金仅可用于：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

价；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

购整合费用；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 募集

配套资金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

动资金、偿还债务。 ”

新政推出以后，大量已公布定增方案中含有

“补流” 、“偿债”计划的上市公司不得不调整募

投方向。 美尚生态6月24日晚公告称，根据证监

会6月17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

相关精神， 公司对重组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拟

募集资金由12.2亿元调整为7.08亿元，用于支付

交易的现金对价。原重组方案中“补充标的公司

营运资金” 、“偿还标的公司借款” 不再使用募

集资金。

基于类似原因，浙江富润6月24日晚对重组

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拟募集资金由6亿元调整

为3.2亿元，原来重组方案中，“补充标的公司营

运资金” 的计划被剔除。华星创业也在6月21日

晚决定，拟将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10亿

元下调为5.2亿元，减去了原本准备“4.8亿元用

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的计划。 欧比特也下调

募集资金总额，配套的资金不再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

调整潮刚刚开始

或许这些公司还只是开始。Wind统计显示，

今年1月1日以来， 有552家A股公司公布的定增

进展还处于“董事会预案” 、“股东大会通过” 阶

段，其中140家公司明确募集配套资金，累计募

集配套资金的总量在2523.66亿元， 多数公司明

确使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

债务。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将调整募集

资金投向以符合新规。

从2014年起， 监管层就要求上市公司与

中介机构要详细说明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

据和具体用途， 并说明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

性。 2014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并购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算比例、用途等问题与解

答》曾经规定，属于以下情形的，不得以补充

流动资金的理由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资产

负债率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

露的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等。 此次，再做明确

规定。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刘景德表示，

融资、 优化资源配置和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的

三大主要基本功能。 “就融资功能来说，融资资

金应投入到实体项目中去， 更好地服务于实体

经济的发展。 部分上市公司将再融资用于归还

银行贷款， 显然并不是真正服务到实体投资项

目中。 ”

海伦哲“打补丁” 曝光股东减持计划

称三个月后可能减持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在披露高送转预案且表示公司未收到提议

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的减持计划后，海

伦哲又于6月26日晚间发布补充公告，称经向公

司5%以上股东MEI� TUNG(CHINA)� LIMIT-

ED询问，其未来三个月内无减持计划，三个月后

有可能会减持。

近期，随着监管层对“高送转” 监管的加

强，多家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高送转” 利

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格式》对

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补充公告， 更有不少上市

公司按照《公告格式》进行详细披露后，提议

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暗藏” 的减持

计划被曝光。

减持计划曝光

海哲伦于6月22日晚间披露了《关于2016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拟以董事

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的总股本4.26亿股

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4股。 对于上述“高送转” 方案，公司

表示，截至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公司未收到

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的减持计划。

不过，6月26日晚间，公司表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第42号—上市公司“高送转”利润分配和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格式》的有关规定，对“提

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未来6个月内的减持

计划”进行补充说明，经向公司5%以上股东MEI�

TUNG(CHINA)� LIMITED询问，其未来三个月

内无减持计划，三个月后有可能会减持。

同时，公告称，尽管公司董监高未来六个月内

无直接减持股份的计划，但由于部分董监高参与了

公司于2015年度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该计划于

2015年9月15日已完成购买公司股票共计540.66

万股,计划将于今年9月15日到期，该员工持股计划

有可能于本年第四季度减持。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

董监高包括:丁剑平、张秀伟、尹亚平、栗沛思、陈庆

军、张惠玲、刘兵、朱邦、蔡雷、马超、谢奕波、田志

宝，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262.76万股，占公司

新增股份上市后最新股本的比例为0.62%。

严防高送转成减持“阳谋”

近年来，不少上市公司在披露“高送转” 利

好后，利用股价上涨的契机进行减持，“高送转”

成为不少上市公司掩护大股东减持的“阳谋” 。

对此，监管层正不断收紧监管之网，要求上市公

司根据 《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42号—上市公司“高送转” 利润分配和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格式》 详细披露提议人、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未来6个月增减持情

况，严防“漏网之鱼” 。

海伦哲并非孤立， 五洋科技6月21日晚按照

《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42号—上

市公司“高送转”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的公告格式》的有关规定，对6月7日晚间发布

的《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进行了

进一步的补充公告。 四通新材等上市公司也根据

相关要求，对“高送转” 方案进行了补充披露。

陆家嘴拟12.45亿元转让开发大厦49%股权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陆家嘴拟

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上海陆家嘴开发大厦有

限公司49%股权，挂牌价格12.45亿元。 分析人

士指出，上述股权转让所获得的现金或将用于

支付陆家嘴收购陆金发100%股权所需的现金

对价。

净资产60亿方具“接盘”资格

公告显示， 开发大厦公司成立于1995年12

月25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9亿元，经营范围

包括房产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为陆

家嘴全资持有的国有控股企业。

近年来，开发大厦公司业绩增长较为稳定。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开发大厦公司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4564.89万

元、3440.7万元、2689.93万元；2015年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1.11亿元、7957.31

万元、5968.66万元；2014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 净利润 1.04亿元、6538.28万元、

4988.79万元。

以2016年4月15日作为评估基准日， 开发

大厦公司的净资产为3.06亿元， 评估价值为

24.91亿元， 对应转让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

12.21亿元。

据评估报告记载：根据开发大厦公司的承

诺书， 公司未来将持续持有 “陆家嘴开发大

厦”（渣打银行大厦）， 不对该项资产进行单

独出售。

公告称，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

的，且在中国境内注册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

等四类法人金融机构。 在登记受让意向时，意向

受让方实收资本或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不低于人

民60亿元，价款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并须同

意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

让后的标的公司继续承继。

或将用于支付重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转让方陆家嘴是我国商业地产开

发运营的旗舰公司，2015年公司探索出商业地

产的快周转模式， 即快速拓展中短期产品的运

营， 通过项目公司获取开发项目 (主要是商办

类)，开发成功后快速转让资产或股权，实现资产

的快速变现。

分析人士表示，陆家嘴地产业务正进入爆发

期。 2015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9亿，同比增长18.6%；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60亿，同比增长了200%。

陆家嘴还在向金融领域拓展业务。 5月18

日， 陆家嘴发布了重大资产购买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稿)，公司拟通过现金支付方式，收购陆家

嘴集团、前滩集团和土控集团合计持有的陆金发

100%股权，标的资产预估值约为109.31亿元，其

中使用自有资金约43.72亿元。交易后，公司主营

业务将形成“地产+金融” 双轮驱动的战略发展

格局。

分析人士指出，本次陆家嘴转让开发大厦公

司49%股权所获得的现金，或将用于支付上市公

司重组所需的现金对价。

科达股份拟3900万元收购北京卓泰100%股权

□本报记者 王荣

科达股份6月26日晚公告，公司子公司雨林

木风拟以人民币3900万元收购北京卓泰100%

股权。

按照收益法评估，北京卓泰净资产账面值为

146.47万元，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

（净资产价值） 为3922.91万元， 评估增值

3776.45万元，增值率2578.33%。

公告显示，北京卓泰成立于2012年9月5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 北京卓泰整合了智

能手机领域最优质的应用以及广告资源，搭建了

广告主和应用开发者之间的广告服务平台。该公

司拥有的客户众多，与YY、虎牙直播、爱卡汽车、

凤凰视频、今日头条、王者荣耀、17173、秒拍、腾

讯视频、 百度地图、360影视等多家互联网行业

领跑者结成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称，北京卓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雨林木风

上下游产业链公司，业务类型匹配度高，本次交易完

成后，未来会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开业

6月25日， 由步步高控股股东步步高集

团投资50亿元打造的湖南长沙步步高梅溪

新天地启幕， 其中部分商业运营项目包括综

合百货、大型超市、电器等业态，由上市公司

步步高直接运营。

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定位于 “慢时尚，轻

度假” ，是国内首家商旅文概念城市综合体，

是步步高集团成立20余年以来斥资金额最

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总设计师、步步高

集团董事长王填称，“除了售卖商品，梅溪新

天地更希望能够提供给消费者一种全新的生

活方式。 ”

据介绍，梅溪新天地项目内置“云顶星

河游乐王国” ， 拥有20多项国际级的游乐项

目，是目前中国商业综合体最大主题乐园。此

外，飞行体验馆、国际赛级标准真冰场、与当

当网线下合作的O+O书院等也将落户。

“步步高的核心价值是‘做优质生活方

案的提供者和解决者’ ， 我们希望把综合体

这一项目做成拳头产品， 做成在后电商时代

消费者有高度体验感的一个生活场景， 一种

更现代感的生活方式。 ”王填表示，希望梅溪

新天地能够成为消费者最有“兴奋感” 的城

市综合体。（蒋洁琼）

高新兴拟1.48亿元

控股中兴智联

高新兴日前公告称， 拟投资1.48亿元收

购中兴智联84.86%股权，大力推进电子车牌

业务。交易完成后，中兴智联成为高新兴控股

子公司， 中兴智联原控股股东中兴通讯仍持

有5.14%股权。

中兴智联在电子车牌领域占据重要地

位， 作为交通部三所电子车牌标准制定的主

要参与方，其参与了标准起草、制定、测试、试

点多项工作。 在公安部安排的无锡、深圳、北

京三个城市试点中，无锡、深圳的试点工作已

经启动， 中兴智联为唯一一家同时参与两个

城市试点的公司。 从2010年起，中兴智联开

始进行汽车电子标识项目建设， 已经参与国

内6个城市汽车电子标识项目建设， 拥有独

一无二的项目落地经验。

对于此次收购的意义，高新兴方面表示，

有利于借助中兴通讯物联网技术和资源优

势，全面布局“车牌-读写器-系统” ，为智能

交通电子车牌业务抢占先机。 （黎宇文）

加加食品启动

工业旅游项目

6月25日， 由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政府主

办， 加加食品及宁乡县旅游局等承办的蓝月

谷工业旅游启动仪式暨 “请你来加加打酱

油” 加加食品工业园景点发布会在加加食品

工业园举行， 这标志着加加食品全面启动生

产园区工业旅游项目。

加加食品副董事长杨子江表示， 此次蓝

月谷工业旅游将加加食品作为首秀隆重推

介，给公司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展示机会，开辟

了对外开放的一扇崭新窗口， 公司将率先向

游客开放酱油生产现场、 植物油生产现场以

及加加大剧院三个旅游景点， 让游客零距离

见证酱油、茶籽油生产工艺全过程。

杨子江表示，公司还投资5000多万元筹

建了一个由中国调味品协会授牌的中国酱油

博物馆，将在其中展示更多酱油文化的精髓，

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对外开放。

据介绍，在这三个景点，游客可以看到全

自动现代化的酱油生产线和植物油灌装线，

观看中国酱油生产起源和发展历程的系列影

片，了解到从一颗黄豆、一粒小麦变成一滴酱

油的全过程，感受每小时灌装3.6万瓶酱油的

超高速，学到一些不曾外传的酱油小知识，还

可以利用加加食品产品DIY。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加加食品投资8

亿元建成的17万平方米酱油生产车间，是全国

最大的酱油生产工业综合体， 也是目前亚洲

最大的酱油生产线， 拥有全国最长的全工艺

食品参观走廊、全国最大的高盐稀态酱油生产

基地与控温控湿大发酵灌基地。（任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