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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持续加码 数据安全成风口

□

本报记者 杨洁 董添

6月13日，第六届中国网络安全大会在

北京召开，网络安全再次成为热议话题。自

去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实施以来， 网络安

全相关政策加速出台， 网络安全市场潜力

加快释放。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云计算和大

数据时代到来，数据价值凸显，数据安全将

成为网络安全行业的风口。

政策持续加码

在此次网络安全大会上， 中国工程院

院士倪光南表示，“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技术

安全， 应将自主可控作为技术安全和网络

安全的必要条件。 ”

近年来， 网络安全建设受到政策大力

支持，尤其是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后，相关

政策加速出台。申万宏源指出，网络安全法

正式实施后， 涉及网络安全的配套政策快

速下沉到电信、互联网、工业、教育、农业等

行业。

今年以来，《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行

动计划 （2018-2020年）》、《2018年教育

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2018年农

业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要点》、《关于

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指导意

见》等政策密集出台。 在此背景下，网络安

全市场前景被看好。 志翔科技创始人兼

CEO蒋天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网

络安全市场空间很大。目前，国内企业在网

络安全方面的投入仅占 IT方面投入1%

-3%，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该数字达

到10%-13%。 ”

蒋天仪表示， 国内企业的网络安全

意识已大大提升。 “同时，对安全产品的

实用性要求更高， 希望既能保证安全又

能提升效率。 这也是目前安全产品的一

个痛点。 ”

申万宏源认为，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

发展将明显提速；政务、电力、烟草、工业等

行业网络安全市场化推进明显， 垂直行业

安全建设明显加速。

数据安全成风口

业内人士指出， 网络安全包括多个层

面及维度，细分市场广泛。 随着云计算和大

数据时代到来， 数据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

重视，将成为行业发展风口。

在此次网络安全大会上， 公安部网络

安全保卫局副局长钟忠表示，“大数据安全

不仅涉及国家数据主权安全、 企业和公民

个人网络安全， 也和IT以及互联网行业的

创新密切相关。 如何保障数据安全， 在法

律、政策、监管技术等多个维度有很多工作

要做。 ”

蒋天仪指出，数据安全成为风口，与

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密不可分。“多地陆

续出现大数据交易中心， 数据产生价值

惊人。 ”

新的安全场景不断出现， 使数据安全

的重要性凸显。 蒋天仪认为，“随着数据的

大量增加，内部防范远重于外部防范。传统

的数据安全保护手段逐渐失效， 要有新的

技术和理念应对新的变化。 ”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络安全

研究中心审查部总监何延哲重点强调了企

业数据使用合规的重要性。“符合法律政策

要求，才可能跑得更远。 ”

投资热潮涌动

网络安全行业快速发展， 网络安全投

资迎来热潮。2017年，安全领域创业企业总

融资额创新高。据不完全统计，网络安全领

域当年全球投资300亿美元， 国内为5.4亿

美元。

“从去年开始，安全公司的投资方越

来越多，投资额越来越高。 ” 蒋天仪表示。

北京若水合投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宋宇

海认为，2017年到2020年，中国网络安全

市场规模将升至千亿规模，差不多每年一

个台阶。 据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

Gartner预测， 安全风险将推动整体安全

支出快速增长，2018年全球安全支出将

超过96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8%。

近年来， 网络安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不断出现，PE/VC对网络安全的投资热情

高涨。“网络安全上市公司增多，同时这些

公司盈利表现良好。 从政策以及市场驱动

两个角度看，安全行业大有可为。 ” 国投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林桦表

示，过去两三年，安全已经从成本中心转化

到利润中心。

对于细分市场的投资布局， 宋宇海

认为， 数据安全、 防止金融欺诈以及移

动安全有望成为网络安全投资蓝海 。

“到2020年， 全球数据量可能达到40万

GB，数据将越来越值钱。 因此，数据的安

全防范需求越来越大。 同时， 越来越多

交易转移到移动端， 这一块的安全需求

将大大增加。 ”

紫鑫药业林下参业务进入收获期

□

本报记者 宋维东

紫鑫药业近日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

称，受“退耕还林” 等政策及本身生长期

较长的特性影响，林下参资源较为稀缺。

公司自2014年以来对林下参资源进行战

略性储备。 中国证券报记者探访紫鑫药

业位于长白山区的某林下参种植基地

时，正逢公司采挖生长10年的5万株林下

参。 这些林下参将以鲜参方式销往全国

各地。 紫鑫药业董事长郭春林对记者表

示，从今年开始，公司林下参将陆续进入

收获期。 这些资源正由战略储备向效益

收获转变。

郭春林表示，近年来人参价格波动较

大，主要在于人参质量参差不齐，但高端

优质参种仍是抢手货。公司储存的干参都

是5年及5年以上产品， 重点战略储备林

下参。

资深林业专家对记者表示， 林下参生

长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 由于人为干预

较少，参体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

“正是看到了林下参的珍贵性和稀缺

性，才进行大量种植、收购并储存，进行战

略布局，提升资源掌控能力，保证优质人参

原材料供应， 更好地开发人参类产品终端

消费市场。 ”郭春林说。

根据紫鑫药业相关规划，到2022年，公

司人参种植总面积将发展到约500万平方

米。其中，林下参收获量六年以下约3636万

株、7-12年约3284万株、15-16年约290万

株，人参原料产品收获优质率达90%以上，

人参种植基地增加至约30个。

市场人士表示， 林下参资源的稀缺性

为其价格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更高附加

值产业链的逐渐完善， 以林下参为代表的

高端参种更获市场青睐， 具有较强的变现

能力。

“人参产业的发展将越发规范， 下游

药品和食品标准会更加严格。 ” 郭春林说，

“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低端参种面临越来越

严峻的形势，高端参种市场空间广阔。 ”

对于林下参的日常维护，“哪怕有一点

人为干预，都会在品相上体现出来。 ”紫鑫

药业人参业务板块相关负责人表示，“山区

经常有野猪、老鼠、獾子出没，日常巡检除

了观察人参长势，重点防范野生动物袭扰，

为林下参的生长创造良好环境。 ”

中国证券报记者探访林下参种植基地

期间， 正逢公司采挖5万株10年龄林下参。

这些林下参将以鲜品销售为主， 已完成预

售2000万元。 其中，通过专卖店销售网络、

线上销售平台、 渠道代理商等完成预售

1500万元， 通过全国医药连锁终端团队完

成预售500万元。

此外， 公司还采挖了位于集安市麻线

乡的1.5万株15年龄林下参，加工成生晒干

品进行销售， 预计产生营业收入8000万元

左右。 这些销售情况已纳入公司2018年半

年度业绩预计范围。

郭春林表示，将进一步保证鲜参参源，

做好全国市场渠道布局，全力打造“品牌+

资源+渠道” 销售模式，将人参储备转化为

经营业绩。

煤炭旺季供给偏紧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实习记者 陈一良

据中国煤炭市场网消息， 为保证迎峰

度夏用煤高峰需求， 煤炭进口将进一步放

开，特别对电厂用煤予以保障。 随着旺季来

临，煤价开启上行通道。 分析师表示，整体

供给如跟不上，价格仍有上行压力。目前环

保、安检高压态势较为明确，“三西” 煤炭

主产地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预计旺季整体

供给偏紧。

进口煤受关注

有进口煤贸易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目前还没有进口煤放开的迹象，各个港

口、码头的限制仍较严，但放松进口限制也

在预期中。去年冬季用煤高峰期，就暂时性

地取消进口煤限制。高峰期过去后，煤价平

稳后再恢复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将对平抑

旺季煤炭价格有积极影响。

“国内煤炭供应短期难有大的变化，市

场关注热点自然是进口煤方面。”易煤研究

院研究员潘汉翔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此前发改委表明将在旺季补库时点开松

进口限制。但从目前情况看，港口通关情况

没有明显变化。 ”

随着旺季需求走高，供应偏紧，煤炭价

格一路上行。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6月

13日，北方港市场5000大卡现货动力煤报

价在620-625元/吨， 实盘成交在615-620

元/吨左右；5500大卡现货动力煤报价在

710-715元/吨左右，实盘成交在705-710

元/吨附近。

生意社数据显示，动力煤6月12日价格为

701元/吨，最近5天上涨4%，10天上涨8.7%。

据悉，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山东

能源、伊泰集团、平煤神马集团、河南能化

和淮南矿业等主要煤炭企业纷纷发声，将

加强货源组织，全力保供稳价，将外购煤长

协价格控制在600元/吨以内。

中国煤炭市场网分析认为， 进口煤是

重要补充， 煤炭进口政策对国内市场影响

很大。 本轮煤价上涨，既有需求快速增长的

因素， 也有4月下旬以来进口收紧的影响。

如果进口煤放宽限制，有利于保障供给，带

动煤炭价格合理回归。

短期市场料走强

“随着5500大卡现货动力煤价格突破

700元/吨，近日来出现明显的滞涨现象。 ”

潘汉翔表示，“但进入6月中旬后， 下游旺

季前补库节点到来， 终端市场询价情况增

多。 随着终端采购需求的释放，预计市场短

期将再度走强。 ”

供给方面，环保、安检高压，供给受到一

定影响。据中国煤炭市场网消息，内蒙古地区

煤矿大面积停产。据榆林煤炭交易中心信息，

神木市能源局近日连发数个关于煤矿安全生

产方面的文件，安全检查持续至10月底。

潘汉翔表示，本轮环保、安检高压态势

较为明确，“三西” 煤炭主产地均受到不同

程度影响。预计旺季供给增量有限，整体供

给格局偏紧。 随着下游采购需求陆续释放，

价格将再获支撑。

进口煤方面，数据显示，2018年5月，煤

炭进口量为2233万吨， 环比增长5万吨，同

比增长14万吨，进口增量有限。

截至6月13日，沿海六大电力集团电厂

周度耗煤量为471万吨，环比上期下降22万

吨，同比增加11万吨。 日均耗煤为67万吨/

日，环比上期下降3万吨/日，同比增加1万

吨/日。

天风证券分析师表示，受台风影响，广

东等南方地区气温回落，降水增多，六大电

厂日耗下降，库存可用天数上升。如果南方

重回高温天气，日耗预计将快速回升，看好

动力煤优质上市公司估值修复。

瀚叶股份下调量子云估值

□

本报实习记者 黄鹏

瀚叶股份6月13日晚公告称，将量子云

100%股权估值由原来的38亿元调整为32

亿元。

根据公告，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量子云100%股权预估值为32亿

元。 参照该等预估值，量子云100%的股权

交易价格暂定为32亿元。 此前的预估值和

交易价格均为38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由不超过10亿元缩

减为不超过8.5亿元。 其中，8亿元用于本次

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5000万元用于本次

交易相关费用的支付。

公告显示， 量子云旗下运营的微信

公众号和粉丝数继续上升。 截至初稿的

披露日4月26日，量子云运营的微信公众

号共981个，粉丝数量合计超过2.4亿（不

考虑去重）；截至6月13日，微信公众号

共1036个，粉丝数量达到2.56亿（不考虑

去重）。

对于估值下调的原因， 瀚叶股份董秘

王旭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一方面反

映了公司审慎的态度， 另一方面反映了公

司对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负责任的

态度。

此次估值仍按照收益法评估。在此前

的公司重组媒体说明会上，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 ）指出，

量子云自2017年以来的多次股权转让均

以市场法进行估值，而本次交易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 投服中心要求说明，市场法

评估与收益法评估的差异有多大。

评估机构中企华部门总经理助理包迎

春表示，微信属于新的事物，资本市场以微

信作为平台推广的交易案例几乎没有。 所

以类似广告推广行业的可比交易案例采用

收益法。

不过， 在初稿以及此次修订稿中，公

司均表示，“量子云属于移动互联网广告

行业，业务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交易案例较

为充足， 市场法评估结果可以作为被评

估单位市场价值的参考， 本次评估适用

市场法。 ”

对于为何最终没有采用市场法进行

评估的疑问， 王旭光对记者表示，6月16

日前回复上交所问询函时，将完善新的修

订稿。

茂业商业坚持外延与内生结合发展

□

本报记者 康曦

6月12日， 茂业商业举行机构调研会，

海通证券、天风证券、东兴证券等一行与公

司高管进行交流。 公司并购战略成为关注

的重点。 公司总经理胡涛表示：“将坚持收

购为主、 自建为辅的方式做强做大百货零

售主业。但并购需选择合适时机，考虑消化

能力。 ”

茂业商业董秘叶静表示：“自2015年

启动外延式并购战略以来， 公司业绩大幅

提升。 ”

2015年10月，茂业商业公告，拟通过全

资子公司成商控股以25亿元的价格收购成

都老牌中高端百货卖场仁和春天；2016年4

月，公司公告，拟作价15.65亿元收购内蒙

古维多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70%股权；

2018年1月，茂业商业收购控股股东旗下的

重庆茂业。

随着门店整合工作的推进， 茂业商业

业绩大幅增长。 2017年茂业商业实现营业

收入117.61亿元，同比增长24.9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5亿元，

同比增长82.12%。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33.39亿元，同比增长2.4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2亿元，同

比增长41.09%。

叶静表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

在全国9个城市拥有36家门店， 运营中门店

总建筑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打造了仁和

春天、茂业天地、维多利、茂业百货、人民商

场等涵盖高端、中端、中低端的全品牌覆盖。

“除已并入上市公司的华南区、重庆市

的门店外，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在秦皇岛、保

定、太原、沈阳、无锡、秦州等地拥有百货门

店。根据其承诺，未来都将陆续注入上市公

司平台， 为公司外延式并购储备了较多优

质资产。 ”叶静表示。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公司表示，将选

择适合标适时收购；因店制宜，整合并购

门店；打造区域旗舰店，建立重点市场领

导地位。

对于百货门店面临人流量下滑的情

况， 胡涛表示：“百货门店的人流量整体趋

势下降，但部分下降人群并非客户。 同时，

客流量下降较快的百货公司多为所属地段

不佳。 此外，以联营方式为主的百货公司，

通过活动拉动收益的效果明显。 ”

山东高速

拟收购武荆公司60%股权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山东高速6月13日晚公

告称，拟收购控股股东山东高

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高速

集团” ）持有的湖北武荆高速

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武

荆公司” ）60%股权， 受让价

格为27.66亿元。 资金来源为

银行贷款16.6亿元，自有资金

11.06亿元。

根据公告，武荆公司是武

荆高速的项目公司，负责武荆

高速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工作。 武荆高速2010年通车，

当年通行费 9104.61万元 ；

2011年-2017年通行费收入

自 24375.57 万 元 增 长 至

74782.73万元 ；2018年一季

度通行费收入2.38亿元，同比

增长14.4%。

若 武 荆 公 司 2018 年

-2020年累计净利润数未达

到9.61亿元，高速集团将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但遇不可抗

力或全国性收费公路法律、政

策发生重大变化原因导致的

除外。

中色股份

高管违规减持

□

本报实习记者 张斌

中色股份6月13日晚公告

称， 公司副总经理王心宇在未

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下，于6月

12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4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002%， 成交均价为5.02元/

股，成交金额约2.01万元。

公司表示， 根据相关规

定，王心宇未预先披露减持计

划，构成违规减持。

中弘控股

近37亿元债务逾期

□

本报实习记者 张斌

中弘股份6月13日晚间

公告称， 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

逾期债务本息合计36.88亿

元，全部为各类借款。 其中，

自6月2日至本公告日，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新增逾

期债务本息合计金额为6.31

亿元。

公司表示， 正在积极与

相关债权人协商妥善的解决

办法， 全力筹措偿债资金，

争取尽早解决上述逾期债务

问题。

中国中铁

拟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中铁6月13日晚间

公告， 拟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公司拟引入中国国新、中国长

城、中国东方、结构调整基金

等9家投资机构，以债权和现

金对公司下属子公司二局工

程、中铁三局、中铁五局以及

中铁八局四家公司合计增资

115.97亿元。

增资后， 公司仍为标的

公司的控股股东， 资产负债

率 预 计 从 79.89% 降 至

78.52%， 降低约1.37个百分

点； 有息负债静态预计减少

约115.96亿元，年利息支出节

约不少于5.8亿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中国中铁负债总额为6744

亿元， 资产总额为8441亿

元， 资产负债率为79.89%；

本次债转股标的公司及所属

企业负债额合计1455.94亿

元， 所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

最高达到84.92%。

公司表示， 实施此次市

场化债转股， 有利于降低上

市公司资产负债率。 标的公

司资产负债率将得到明显降

低，杠杆率高、财务负担重的

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雏鹰农牧实控人

部分质押股票触及平仓线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雏鹰农牧6月13日晚间

公告称，收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侯建芳的通知，因近日

公司股价连续下跌，侯建芳及

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部分股

票触及平仓线，可能存在平仓

风险。

截至公告披露日，侯建芳

及其一致行动人侯建业、侯

杰、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4.31%股份； 累计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42.37%。 截

至6月13日， 侯建芳及其一致

行动人质押已触及平仓线的

股份总数为35126.9622万股，

占 其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的

25.29%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 公司表示，侯建芳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措

施，通过追加保证金或者追加

质押物等有效措施降低股权

质押融资风险，以保持公司股

权的稳定性。

高溢价收购海外资产生变

小康股份遭上交所问询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6月13日晚间，小康股份

公告，收到上交所关于公司收

购美国电池系统公司InEVit

有关事项的问询函，要求公司

说明SF� MOTORS现金支付

1980万美元的资金来源及支

付的具体对象、 金额和时间；

是否已取得相应的对价或回

报等。

在InEVit与Tiveni可能

进行合并，公司将失去对In-

EVit的控制权的情况下，上

交所要求公司说明，继续大额

提供上述股东贷款的原因及

必要性。

此外， 上交所要求公司

详细说明， 相关资产是否存

在估值过高的情形， 公司管

理层是否进行了审慎判断和

决策。

根据小康股份6月13日

公告， 公司与InEVit的创始

股东共同设立Tiveni， 后续

InEVit与Tiveni进行合并，

公司将失去对InEVit的控制

权，导致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变更。 同时， 公司与

InEVit的创始股东Martin�

Eberhard等人的合作方式由

全职加入公司变为在公司新

成立的参股子公司担任首席

技术官。

此外 ，SF� MOTORS在

宣 布 以 3300 万 美 元 收 购

InEVit后， 已完成现金支付

对价1980万美元，尚未完成

股份支付对价1320万美元。

由于公司与创始股东的合作

模式发生变化， 前述股份支

付对价部分将不再支付，但

SF� MOTORS将为Tiveni公

司提供1000万美元的股东

贷款， 上述股东贷款存在无

法收回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