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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华智能新实控人背后迷雾重重

□

本报实习记者 于蒙蒙

延华智能的实控人背后迷雾重重。 公司

12月19日晚间公告称，潘晖将成为公司实控

人。而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潘晖与“当代

系” 相关人员名字重合，且潘所持股的一家

公司为“当代系”关联公司。 不过，潘晖12月

20日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否认上述猜测，

并表示届时会就交易详情进行披露。 当代控

股方面称，领导在外出差无法做出回应，公司

人力也无法联系潘晖进行问询。

新实控人身份成疑

根据公告， 延华智能实控人胡黎明通过

协议转让和表决权委托的方式， 将其1.35亿

股转让给上海雁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

海雁塔” ），占公司总股本的18.82%，雁塔科

技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而潘晖将成为公司

实控人。 本次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12.49

元，转让价款共计8.42亿元。

上海雁塔表示， 本次支付的股份转让

价款8.42亿元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

资金。其中，自有资金5亿元，均来源于上海

雁塔成立时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 截至报

告书签署日，上述5亿元注册资本已经缴纳

完毕。

公告显示， 上海雁塔成立不足两个月，

注册资本5亿元，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新能

源、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企业

管理咨询等。 其中，潘晖持股占60%，韩国强

与赵洪昇各持20%。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通

信地址为上海，而联系方式的归属地却显示

为福州。

对于潘晖的身份，据延华智能披露，潘晖

今年45岁，福州人，全资拥有一家名为福州

晋安区信锋五金商行，主要经营五金、水暖、

电料、日用杂品。 此外，潘晖持有武夷山熙海

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45%股份， 并担任监事

一职； 持有鹰潭市华夏四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华夏四通” ）6.25%股份，并担任

执行董事。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天眼查查询到，潘晖

参股的华夏四通与厦门当代控股集团（简称

“当代控股” ）有着密切关联。华夏四通是当

代控股旗下上市公司厦华电子的第五大股

东，并且与“当代系” 的王玲玲有合作。 根据

厦华电子2016年年报，2016年4月18日，公

司原董事长王玲玲（当代控股实控人王春芳

之妹） 与华夏四通签署了 《投票权委托协

议》，华夏四通将持有的公司2316.22万股可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3%)之投票权委

托给王玲玲行使，委托投票权期限截至2016

年3月14日启动的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终止。

天眼查信息显示， 潘晖还担任厦门华夏

四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该公司

注册地为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86号之二

2101室D。 而当代控股旗下子公司厦门德昌

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厦

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86号之二311单元。 两家

公司比邻而居。此“潘晖”与前文所述的“潘

晖” 是否为同一人记者进行了调查。

今年4月2日，当代控股官网披露一则集

团法务小组成立的消息，集团董事会成员、各

部门领导、法务部、法务工作小组全员及当代

资本、当代东方、国旅联合、厦华电子的法务

人员代表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集团法务工

作小组组长潘晖担任会议主持。

不过，潘晖12月20日在电话中否认其在

当代控股工作过。潘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与当代控股不存在关联关系， 入主延华智

能主要是想从事智能制造行业。 至于资金筹

措等信息，届时会通过公司公告进行披露。

而记者联系当代控股， 该公司办公室工

作人员称领导在外出差无法做出回应， 公司

人力也无法联系潘晖进行问询。

对于入主延华智能后的发展规划， 上海

雁塔表示， 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

展、有利于全体股东权益的原则，优化上市公

司业务结构，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上

市公司价值。 未来12个月内，选择合适的时

机谋求继续受让前述表决权所对应的股份。

构建“当代系”版图

上海雁塔通过协议受让加表决权委托，

获得延华智能控制权的手法， 与当代控股的

操盘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代控股依靠低价“买壳” ，逐步囊括了

当代东方、 国旅联合、 厦华电子三家上市公

司，并被市场称为“当代系” 。

2010年， 当代控股以6474.5万元收购

*ST大水29.99%股权， 成为*ST大水控股股

东。在收购完成后，当代控股以上市公司为平

台，发展文化地产、旅游地产、物流业务等产

业。 该公司后更名为当代东方。

2013年11月，“当代系” 旗下的厦门鑫

汇、 北京德昌行和王玲玲以2.69亿元协议受

让华映吴江持有的厦华电子14.07%股权。 同

时， 华映光电将所持公司8.02%股份的投票

权委托厦门鑫汇行使。 至此，“当代系”控制

了公司22.09%股份的表决权。

2014年， 当代控股再次出手入主*ST联

合（现为“国旅联合” ），以2.91亿元收购*ST

联合17%股权， 成为第一大股东， 并确立了

“户外体育+文化娱乐” 的战略定位。

目前“当代系” 主要扎根地产、金融以及

文化产业。公开资料显示，当代控股由厦门当

代置业集团发展而来， 公司坚持金融投资与

产业运作并重，形成大文化、大金融、大数据、

大物流四大业务板块。

业绩不佳谋划转型

“当代系”入主后，厦华电子业绩开启了

“过山车” 模式，2014年至今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分别为-23069.20万元、1399.03万元、

-510.21万元、-547.09万元。

2015年1月17日， 厦华电子计划收购上

海火瀑云计算机终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

权。 因火瀑云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 的备案，厦华电子放弃了收

购；在此期间，厦华电子与杭州爱财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重组意向宣告失败。 同年9月，厦

华电子拟收购北京苹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6.5%股权，次年3月告吹。

2016年3月， 厦华电子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数联铭品100%的股权，希望借

此从事大数据解决方案业务， 实现主营业务

的转型。 今年1月13日，厦华电子宣布，因受

到市场环境变化和标的公司商业模式转型等

因素影响终止此次重组。

厦华电子多次重组并长期停牌， 引起了

监管层关注。 今年7月31日晚间， 上交所公

告， 决定对厦华电子及原董事长王玲玲予以

公开谴责。

上交所指出， 厦华电子首先以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为由停牌长达9个月， 虽经变更重

组标的仍以失败告终。此后，公司在重组终止

并承诺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组期间， 以筹划

非公开发行为由继续停牌。 披露非公开发行

预案并复牌后， 又先后2次以拟调整非公开

发行方案为由停牌， 期间非公开发行方案先

后经历多次反复。 直至6个月重组承诺期满，

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 同时再

次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由继续停牌长达2

个月。 公司办理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发行停

牌事项尽职调查不充分，论证不审慎，导致公

司股票长期停牌， 对公司股票正常交易秩序

造成不利影响，情节严重。

而国旅联合与厦华电子的境遇不尽相

同，2014年至2016年，净利润分别为-16589.

63万元、1273.18万元、-16310.36万元，今年

前三季度为4649.81万元。

2015年，国旅联合将发展战略调整为户

外文体娱乐。 国旅联合在年报中表示， 近年

来，随着温泉酒店等旅游资源不断增加，市场

竞争趋于激烈， 公司温泉酒店业务存在经营

性亏损。

为此， 国旅联合先后投资了北京猫眼视

觉科技有限公司和厦门风和水航海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等企业， 推进户外文体娱乐发展战

略； 控股并购了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以获得广告传媒经营团队和相应的媒

体与客户资源等。 但上述投资并未有效解决

公司的业绩困境。

今年9月， 国旅联合公告拟转让汤山温

泉。 该资产的收入占公司2016年主营业务收

入近六成。同时，国旅联合通过收购度势体育

强化转型， 将业务范围将延伸至体育营销服

务、 体育专业咨询服务及体育版权贸易服务

等领域。

2010年-2014年，当代东方的业绩表现

不佳，净利润分别为576.24万元、-2397.01万

元、315.13万元、226.39万元、-55.62万元。

2014年，当代东方开始谋划转型，提出

未来3-5年将公司打造成影视文化全产业链

的跨国企业。 2015年，当代东方通过非公开

发行收购盟将威，落实“内容+渠道+衍生”

战略。 公司业绩迅猛提速，2015年-2016年，

净利润分别达到11074.87万元、17747.05万

元，今年1-9月为2877.04万元。

环保倒逼“煤炭重镇” 济宁经济转型

实现大气治理和经济增长双赢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山东济宁调研发

现，作为国家煤炭能源基地，济宁在环保压力

倒逼下走出了一条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增长

双赢的路子。 今年前11个月，济宁大气环境

治理改善幅度和经济增幅均位于前列。

经济增长创十年新高

数据显示。 今年1-11月份，济宁市PM2.

5平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 同比改善

18.8%；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均居京津冀

“2+26” 通道城市前列。

同时，环保倒逼经济转型成效凸显。前三

季度，济宁市规模以上企业营收增长14%、利

润增长41.4%、利税增长34.7%，均为近10年

最高增幅。

济宁是国家煤炭能源基地和山东省工业

中心城市，年产原煤8000多万吨，燃煤总量

4860万吨、占山东省的六分之一；全市有38

家电厂，总装机容量1025万千瓦，电厂密度

居全国第2位。 煤电传统产业奠定了其工业

基础， 也使济宁成为典型的煤烟型大气污染

城市，工业结构性大气污染突出。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 ，济宁市在严控燃

煤污染方面， 将省定燃煤电厂机组超低改造

范围扩大到10蒸吨以上锅炉， 全市176台燃

煤机组（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取缔

或改造燃煤小锅炉6006台。 在去年推广清洁

型煤21万吨的基础上， 今年推广40万吨，市

财政列支4000万元进行奖补。

济宁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于永生介绍，

尽管济宁市关停了很多“散乱污”企业，但经济

发展并未受到影响， 今年78%的固定资产投资

都是来自于环保方面。 除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增幅、利润增长、利税增幅等均为近10

年以来最高水平外，制造业企业利润、利税，金

融机构利润、逾期贷款等指标均表现抢眼。

兖州煤业济宁二号煤矿负责人介绍，自

济宁市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 开展

以来，公司累计投入人员5600余人次，投入

资金2000余万元，逐步打造成为济宁市煤场

扬尘治理样板化矿井。同时，公司研发了绿色

煤炭产品，在煤炭市场利好的前提下，今年公

司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同期。

济宁市同兴印刷厂则在今年5月统一搬

迁到接庄街道内的滨河科技园区。 公司先后

投入60多万元，改造、增加设备设施，安装了

VOCs空气净化设备。“经过环境提升改造，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印刷生产工艺， 极大的改

善了生产环境，员工身体健康得到保障，公司

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订单越来越多，2017年

营业额提升了30%。印刷车间内空气好了，刺

鼻的气味也没有了。 ” 公司负责人说。

建立智慧环保监管平台

此外， 济宁市积极探索 “互联网+环

保” 新路径，并投入资金2.4亿元，建设济宁

智慧环保监管平台。 该平台于2017年1月正

式运行。

智慧环保监管体系的组织架构以行政区

划为基础，全市共设立1个市一级网格，划分

14个县市区二级网格、162个乡镇街道三级

网格、918个社区村居子网格。 每个网格一名

网格员，全市共计918名专职网格员，每人统

一配备网格化手机终端和交通工具。 在此基

础上，建设了1个市级综合监管平台、11个部

门行业监管平台、14个县级综合监管平台和

162个乡镇监管平台。

平台运行离不开数据支撑。济宁市智慧

环保监管平台依托市智慧城市数据中心的

硬件设备， 共接入各类监督、 监测点位

10800余个。 截至目前，平台搭建的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动态数据库已包

含废气、废水、污水、空气质量等监测信息

600多万条。

万达传媒CEO张根铭：

挖掘电影产业链商机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万达传媒CEO张根铭近日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8年， 万达影视有

20部储备影片项目，公司将结合电影业务匹

配品牌植入，采取联合推广等合作形式。下一

步，公司将深入探索艺人代言、娱乐资源数据

信息库建设等领域。

万达传媒为万达电影全资子公司， 是万

达电影非票房收入板块公司。今年上半年，万

达电影非票房收入为23.8亿元， 占营业收入

比重的36%，占比持续提升。

瞄准电影产业链商机

中国证券报： 万达传媒今年

9

月发布的

“大电影·大宝贝”计划具体包括什么内容？

张根铭： 主要挖掘万达电影全产业链中

映前广告、 娱乐营销以及消费者互动的商务

机会，提供电影营销解决方案。

万达传媒独家运营万达电影旗下映前广

告等全媒体资源， 包括电影城检票口上方的

LCD海报屏、影城走廊的LED拼接屏、影城智

能取票机的互动弹窗广告页面、影城冠名厅、

影城阵地活动等。

公司与万达影视达成合作， 独家运营其

主投的电影中的商务机会。 2018年大约有20

部电影资源， 公司可以将客户品牌深度植入

电影剧情， 并在电影首映礼上充分展示。 此

外， 公司与传奇影业、 国际娱乐营销公司

Propaganda� GEM展开了深度合作。

同时， 万达传媒与万达儿童娱乐达成了

独家合作协议， 以万达儿童娱乐公司旗下

“育乐场景” 万达宝贝王、 低幼儿童动漫IP

《海底小纵队》等IP资源为核心，在商业、电

影、企业及消费者之间，以“IP媒介化” 思路

独家展开跨界融合营销。

中国证券报：目前正在推进哪些项目？

张根铭：与万达影视相关项目包括，根据

作家东野圭吾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解忧杂

货店》，陈思成担任编剧导演，王宝强等主演

的《唐人街探案2》。 2018年，公司拥有万达

影视的20部储备影片项目，并与传奇影业相

关项目进行合作，将结合电影匹配品牌植入，

并进行联合推广等。

映前广告价值凸显

中国证券报： 今年的电影票房市场形势

较好，对映前广告业务带动情况如何？

张根铭：截至2017年11月20日，全国电

影票房突破500亿元大关， 全年票房有望突

破550亿元。 伴随电影票房市场大热、高质量

观影人群聚集，映前广告受到广告主青睐。

第三方调查公司NICE的数据表明，万达

广场及万达影城对年轻人具备较强吸引力。

观影人次逐年稳步增长， 为映前广告市场保

证了充足的“受众量” ，映前广告价值进一步

凸显。

中国证券报： 万达电影与部分影视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代理其院线广告业务。该业务

发展情况如何？

张根铭：截至2017年11月30日，万达电

影拥有已开业影院490家，4340块银幕。在此

基础上整合全国影院广告资源， 实现更大规

模化运营。

今年5月， 万达电影与博纳影业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就增资扩股、院线加盟、广告合

作、影片投资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广告合作

方面，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博纳影业交由万达

传媒代理其影院映前广告， 新建博纳影院的

映前广告直接与万达传媒签署广告代理合

同， 已开业博纳影院及其并购影院在原影院

广告合同期限届满后， 与万达传媒签署广告

代理合同。

推进融合营销战略

中国证券报： 万达传媒的融合营销是什

么？ 发展情况如何？

张根铭：2016年底，万达传媒正式成立，

并在业界首次提出“融合营销” 理念，并获得

了广告、营销、公关领域等多项大奖。

万达传媒是万达集团旗下唯一以电影为

入口的传媒公司。 独家经营万达电影的传媒

资源，运营万达集团积累近30年丰富的商业

实景及文体等传媒资源。 万达传媒所倡导的

融合营销，基于万达传媒资源，联动线上与线

下、媒介与渠道、内容与情感、品牌与记忆，为

品牌客户提供一站式营销解决方案。

同时，将万达全系传媒资源打造成一个

传媒品牌，而非将这些资源分割成孤立的传

媒资源单独售卖。广告主可以通过一站式消

费，深度接触消费者，并简化广告效果评估

方式。

今年以来，万达传媒先后与光明集团、长

安集团、长城汽车、招商银行信用卡、滴滴出

行等达成战略合作， 跨越万达多个业态共同

践行融合营销战略。 明年将牵手更多大品牌

展开融合营销。

中国证券报：创新业务推进情况如何？

张根铭：今年以来，万达传媒发布了“大

电影计划” 以及“大宝贝计划” 战略，现阶段

重点发力电影营销和儿童娱乐营销领域。 下

一步，公司将继续深入探索娱乐营销领域，包

括国际艺人代言、品牌营销全案策划、娱乐资

源数据信息库建设等。

国民技术

拟计提5亿元坏账准备

□

本报实习记者 吴科任

12月20日晚，国民技术公告称，预计未来无法收回

全资子公司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民投

资” ）对公司的5亿元借款。 根据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

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5亿元。

公开信息显示， 这5亿资金为国民投资2015年11月

参与产业基金设立时所投入。 国民技术11月30日公告

称，该产业基金的管理人已经失联，公司积极配合公安机

关的调查取证工作。

国民技术同时公告， 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民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国民投资现金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斯诺实业” ）70%股权，收购

款合计13.36亿元。其中，国民技术拟使用超募资金2亿元

向国民电商增资， 国民电商拟以增资款结合银行借款合

计9.19亿元收购斯诺实业50%股权； 国民投资拟以自有

资金4.17亿元收购斯诺实业20%股权。

信息披露违规

华谊兄弟被出具警示函

□

本报实习记者 吴科任

12月20日晚，华谊兄弟公告称，近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浙江局下发的《关于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处罚事由为，华

谊兄弟未能对2015年合并报表范围内两家子公司的收

入来源进行及时、完整地披露，直至2017年10月26日才

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说明和披露， 公司总经理兼副董事

长王忠磊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藏格锂业

提取碳酸锂试验成功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藏格控股12月20日晚间公告称，全资孙公司藏格锂

业在察尔汗盐湖生产现场进行了提锂验证试验， 并取得

圆满成功。 该试验采用“锂离子富集材料及卤水提锂的

制备技术” ，从卤水中得到了高浓度的锂合格溶液，并顺

利生产出公斤级电池级碳酸锂产品。经检测，产品质量全

部达到国家电池级碳酸锂相关标准。

公司表示，此次试验成功，为下一步投资做出评判依

据。 藏格锂业将利用此次试验成果加快万吨级碳酸锂工

业化生产装置的设计、建设工作，力争早日投达产。

多家公司

剥离地产业务聚焦主业

□

本报实习记者 吴科任

今年以来，不少上市公司剥离房地产业务，或出于转

型需要，或迫于市场环境。 剥离房地产业务，有利于上市

公司盘活资产，进一步聚焦主业。

进一步聚焦主业

12月18日晚，东旭蓝天公告称，拟将旗下全部房地

产业务资产及权益作价21.34亿元，打包出售给控股股东

东旭集团全资子公司。评估报告显示，东旭蓝天此次出售

的14个目标资产账面值合计为7.24亿元，评估增值14.02

亿元，增值率为193.65%。这笔收入占东旭蓝天2016年的

营收比例达到56.55%。

近年来，东旭蓝天地产业务规模不断收缩。 2015年、

2016年、2017年上半年， 公司地产业务的营收分别为

16.45亿元、15.84亿元及7.36亿元， 对应收入占比分别为

98.78%、42%及22.88%。

债务方面，东旭蓝天短期偿债压力不小，财务费用增

长较快。 截至今年三季报， 东旭蓝天总负债为134.53亿

元，资产负债率达54.23%。 其中，流动负债88.98亿元，占

负债的比例为66.14%。 2016年，东旭蓝天的财务费用为

1.38亿元；今年前三季度，该数值上升到1.39亿元，同比

增长152.73%。

东旭蓝天表示，将进一步聚焦主业，促进生态环保和

新能源产业发展，减少财务费用和资产负债率，增强核心

竞争力。

数据显示， 房地产业务是东旭蓝天毛利率最高的业

务，2016年为22.08%，2017年中报为30.34%。 东旭蓝天

董秘柏志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剥离这块业务，短

期内快速去化会增加投资收益。同时，剥离资金回笼将用

于生态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使公司抓住机遇，实现绿色产

业加快发展释放业绩。 ”

开启“瘦身” 计划

今年来，海格通信、重庆港九、黄山旅游等多家公司

计划或者完成了房地产业务的剥离。 11月22日，海格通

信公告， 拟作价2.23亿元挂牌转让武汉海格30%股权；9

月19日，重庆港九公告，拟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将房地

产业务剥离， 同时引入物流业务；9月7日， 黄山旅游公

告， 拟作价2.24亿元转让持有的黄山旅游玉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尽管剥离地产业务的目的以及影响略有不同， 但聚

焦主业则是其中的关键。海格通信表示，基于公司发展战

略和投资规划，剥离地产业务有助于优化资产配置，增强

资产的流动性，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重庆港九表示，为更

好地专注于港口主业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选择剥离房

地产开发业务。

部分公司剥离房地产业务出于市场原因。 今年3月

底， 红豆股份将红豆置业60%股权作价8.19亿元转让给

了控股股东红豆集团。红豆股份解释称，“公司房地产业

务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 竞争力不强， 利润水平较

低。 ” 而1.73亿元出售两房产公司股权的深大通亦是如

此，“鉴于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房地产业务盈利能力较弱。 且公司的土地储备不足

以支撑地产业务持续发展，亟须业务转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