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ra登陆纳斯达克

三六零、昆仑万维参股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美国时间7月27日，Opera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股票

代码为OPRA。

三六零7月29日晚公告称，2016年11月，公司通过香港

子公司Qifei投资1.58亿美元持有Kunhoo� Software� LLC�

27.5%的股权。 2018年6月，Kunhoo� Software� LLC全体

股东股权同比例置换为Opera的股权。 股权置换后，Qifei

持有Opera� 27.5%的股权。 Opera挂牌上市后， 公司通过

Qifei持有Opera� 4675万股普通股， 占Opera发行后普通

股总数的21.3%。

昆仑万维同日公告称，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香港万维为

投资主体，在2016年7月出资1.92亿美元购买Opera� Soft-

ware� AS的33.33%股权。 2018年3月，香港万维以7964.52

万美元和1380.6万美元的对价购买Opera� Software� AS�

12.5%的股份和2.2%的股份， 交易完成后， 香港万维持有

Opera� Software� AS� 48%的股权。Opera� Sofware� AS�

重组后，Opera� Software� AS成为Opera全资控股公司，

香港万维直接持有Opera� 48%的股权。 Opera挂牌上市

后，公司通过香港万维持有Opera� 9600万股股份，占此次

Opera发行后总股本的43.7%。

据了解，Opera是世界领先的浏览器提供商之一，通过大

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让全球互联网用户能够以一

种快速、简单和个性化的方式发现和访问数字内容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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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物流

45%股权挂牌转让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

中外运湖北有限责任公司拟4788万元挂牌转

让武汉中港物流有限公司45%股权。

武汉中港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

册资本为7706.7万元， 经营范围为集装箱的管

理、装卸、仓储及相关服务；货运代理；船舶代

理；货物装卸服务；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船舶代

理；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武汉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5%， 中外运湖北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45%。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

为4681.3万元，净利润为4681.3万元；资产总计

为13095.09万元，净资产为13095.09万元。截至

2018年5月31日，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为2721.6

万元， 净利润为亏损217.8万元； 资产总计为

12423.2万元，净资产为12423.2万元。

北京房产中介协会

倡导“单边代理”

□

本报记者 董添

7月27日，“卖方代理” 模式研讨及新闻发

布会在京举办。会上，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

秘书长赵庆祥表示，中介不应攀比资本、流量、

规模，倡导像律师行业一样，实施“单边代理”

制，也就是谁委托、谁付费、谁受益，健全完善中

介服务规则、业务模式，以形成良好的行业生态

环境。 另外，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也将

走向“单边代理” 制。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副主任、 房地产

经纪人学会专家张秀智也认为，目前，二手房买

卖的居间模式不合理，容易产生纠纷，“一手托

两家” ，只对经纪人有利。

豪宅网CEO刘军表示，在存量房供给较充

足的情况下，经纪公司还收“买房中介费”不合

理。以买一套500万元的房子为例，按2%-2.2%

中介收费标准计算，购房者需要向中介支付10

万-11万元的中介费。 实行“单边代理” 后，这

笔费用则省了下来，由卖方负担。

美锦能源

控股股东拟引入战投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美锦能源7月29日晚公告称，公司7月26日

收到控股股东美锦集团通知， 美锦集团有意在

对集团内资产、负债梳理、剥离的基础上，拟引

进枣矿集团成为战略投资者。 本次战略合作涉

及金额和具体合作方式尚未最终确定， 如未来

美锦集团引入国有资本， 股东股权结构将发生

变化， 有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动。

美锦能源称， 美锦集团拟在保留现有主体

及股权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派生分立的方式，或

新设公司的方式，将其境内煤炭、焦化相关资产

及上市公司控制权保留在现有主体， 将其他资

产（如地产、钢铁资产、境外资产及其他资产）剥

离。 相关资产剥离及纳入工作的实施，需将双方

共同确定本次战略合作资产范围后正式展开。

据悉，枣矿集团系一家山东省内的国有大型

企业，为国内规模及效益领先的煤焦企业，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枣矿集团100%的股权。

万通地产拟31.7亿元

收购新能源电池标的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万通地产7月29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现金

方式收购星恒电源78.284%的股权。 星恒电源

100%股权的估值为 40.5亿元左右 ， 对应

78.284%股权的交易总价款为31.7亿元左右。

公司表示，上述交易完成后，万通地产将增

加新能源电池业务。 未来，公司将充分发挥星恒

电源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产品优势、品牌优势和

渠道优势，加快推动公司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业

务开拓，为公司长久发展提供新的盈利增长点。

公告显示， 星恒电源的主要核心技术包括

锰酸锂材料体系、磷酸铁锂技术、PACK技术及

制造端技术。

斐讯被曝拖欠员工工资

合作理财平台涉嫌自融

□

本报记者 杨洁 吴科任 实习记者 田斯予

处于漩涡中的斐讯又曝出拖欠员工工资。 7

月2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斐

讯已拖欠员工六月份工资，并表示“要等一批欠

款到账才能发放” 。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拨打斐

讯创始人顾国平的手机号，截至发稿，电话仍处

于关机状态中。与此同时，斐讯合作的理财平台

联璧金融6月底已被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立

案调查， 另一家理财平台华夏万家近日也出现

提现困难。

“消失”的华夏金服

一位平台投资人7月27日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自从联璧金融被立案调查以后， 这几

天华夏万家的客服电话经常占线打不通，APP

自带的线上客服也无法接通， 我就每天去官网

瞄一眼，看看是否还能打开。” 截至发稿前，华夏

万家的官网和APP还能打开， 但提现已经受到

限制。

表面上，华夏万家与斐讯看似毫无关联，但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证后发现两家的关系绝非只

是业务合作这么简单。

华夏万家在一则招聘信息中称“隶属于斐讯

集团” ，实行“北京与成都双总部基地” ，而其官

网介绍却又表示，“以上海、成都为双总部基地” 。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华夏万家在北京空

有注册地址，却难查实际踪迹。

7月11日前，华夏万家的注册地址还是“北

京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9幢九层D916A” ， 中国

证券报记者曾实地探访发现， 该地址实为斐讯

在北京的办公场所，门窗、前台都带有“斐讯”

的标志。

7月27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再次探访此地，

该地址已人去楼空。楼内多位工作人员表示，斐

讯是在一周前搬走的，具体原因不详。

天眼查显示，7月11日后， 华夏万家的注册

地址变更为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201号

楼1层105” 。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27日实地探访

发现，该地址实为某银行自助服务厅。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27日还拨打了华夏万

家在2017年企业年报里披露的联系电话， 该座

机电话机主表示，“自己的座机已经将近三十年

了，近几日有上百个人打电话来找华夏万家。 ”

此外， 华夏万家其他年份企业年报里披露的电

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属于其他机构。

理财平台涉嫌自融

6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发布通报

称，联璧金融相关人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松江警方已对其依法立案调查， 张某等15名犯

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联璧金融和华夏金服均是2014年成立的理

财平台，凭借与斐讯合作开展的“0元购” 活动

快速揽客。 具体而言，斐讯售卖的路由器、体脂

秤、智能运动手环、空气检测仪等产品都会附带

一个K码，消费者购买产品后，下载这些理财平

台客户端注册登录兑换K码，便可在一定期限后

全部提现。

“0元购” 只是联璧金融和华夏金服获取流

量的一个便捷通道， 目的还是要将消费者转化

为投资者，为平台上的理财项目买单。 据悉，消

费者在购买斐讯产品并输入K码后，不仅会获得

所购买斐讯产品价格对应的“礼包资产” ，还会

获得多张理财项目优惠券。另外，平台工作人员

还会打来电话，推销其平台上的理财项目。

天眼查显示， 斐讯与联璧金融以及华夏金

服在股权关系上并无明确交集， 但中国证券报

记者发现，与斐讯有密切关系的陈海东、金伟曾

为联璧金融股东，陈海东和金伟退出后，联璧金

融又新进四家机构股东， 这些机构的部分股东

与陈海东、金伟亦有交集。 上述这几家机构股东

也曾出现在华夏金服的股东名单。 有分析人士

认为， 如此复杂的安排或是斐讯为了规避“自

融”嫌疑。

联璧金融的一位客服此前曾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投资者通过第三方支付投资成功

后，资金将直接进入借款人账户，资金供给斐讯

的上下级供应商。 ”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随机购买了华夏金服的

多款理财产品，发现借款方或担保方均涉及“斐

讯系” 公司，记者前往这些公司工商登记的地址

实地探访，均无踪迹，有一家甚至是一片菜地。

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

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P2P），

需要在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备案， 不得为自身或

变相为自身融资，不得向借款用途为投资股票、

场外配资、期货合约、结构化产品及其他衍生品

等高风险的融资提供信息中介服务； 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实行自身资金与出借人和借

款人资金的隔离管理， 并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的资金存管机

构等。

资金状况堪忧

联璧金融被上海警方立案调查以后，7月4

日，斐讯官网公告确认，将由上海骏合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来承接联璧金融的K码兑换。

在斐讯的口径中， 联璧金融只是一个重要

的合伙伙伴，两者并不是一家。 有投资者担心，

“斐讯现在极力撇清关系，等K码数据转移到新

的平台，估计打算（跟联璧金融）一刀两断。”这

让未能获得兑付的联璧金融理财产品投资者心

急如焚。

李立（化名）刚刚从斐讯辞职，他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按理来说每个月10日发上个

月的工资，都拖了两个星期了还没发，25日公司

再次告知要等一批欠款到账才能发出来， 于是

自己就辞职并申请了劳动仲裁。 ”

李立还透露， 公司里不少员工也都是联璧

金融和华夏金服的用户， 不少人的资金都套在

里面，但公司极力撇清和这些平台的关系，很多

员工都感觉受不了，“外表看起来在卖产品，本

质上就是个理财公司。我听同事说，最早开始这

种运营模式的时候， 还有公司相关部门鼓动过

职员投资。 ”

斐讯的资金状况的确不容乐观。 中国证券

报记者此前调查了解到， 斐讯至少身负85亿元

债务，并被多家法院查封旗下资产。

另外，“0元购”活动待偿资金量不小。斐讯

7月15日发布的 《关于K码兑换进展中的QA》

显示，“截至7月14日目前申请K码兑换单量约

95万单” 。 按参与“0元购” 产品的价格为399元

至1999元计算， 完成95万单的K码兑换预计需

要资金3.79亿元到18.99亿元。

自去年11月斐讯及顾国平通过上海炳通

“曲线” 举牌绿庭投资以来，绿庭投资股价累计

跌幅超过60%，股价暴跌举牌方必然资金承压。

前段时间， 举牌方还因两融账户的平仓线低于

股价遭遇部分强制平仓。

上海炳通2017年11月举牌绿庭投资的4.5

亿元资金中，有3亿元来自上海康斐的借款。 根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的调查， 上海康斐更可

能是一个空壳公司， 公司完全穿透后直指陈海

东、金伟及顾国平。 上海康斐税务登记的重要供

应商和大客户均与斐讯往来密切， 又与理财平

台联璧金融、华夏金服关系“暧昧” 。

作为斐讯的创始人，1977年出身的顾国平，

一直都有“A股梦” 。 斐讯2014年发力智慧城市

业务， 顾国平并开始谋求借壳ST慧球上市，但

2016年两度爆仓只得黯然离场。 2017年5月，顾

国平因信披违规， 被证监会认定为证券市场禁

入者，并处以90万元罚款。 此后，斐讯及顾国平

还被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 ，俗称“老赖” 。

上半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收入同比增长14.4%

□

本报记者 董添

据工信部网站日前披露，上半年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收入29118亿元，同比

增长14.4%。 截至7月29日，129家披露2018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上市公司中，84家预喜， 预喜比例高达

65.12%，盈利性整体较好。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长较快

工信部网站数据显示，上半年，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利润总额3581亿元，同

比增长10.5%， 增速同比回落1.6个百分点，

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10.2%。

子行业方面， 软件产品收入稳步增长，

二季度增幅回升。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幅

有所回落。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

长，在线运营及平台类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

势突出，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为16186亿元，

同比增长17%，增速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

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55.6%。

出口产品业务整体向好。 上半年，软件

业实现出口253亿美元， 同比增长2.6%，增

速同比提高3.3个百分点。 其中，外包服务出

口增长6.8%，增速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嵌

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增长3.1%，扭转去年同期

负增长局面。 国内地区方面，中部地区软件

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西部地区增速回落。

东部地区软件业收入增速加快，东北地区增

速持续回升。中心城市软件业收入和利润同

比均保持增长。

工信部表示，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发展保持平稳向好，业务收入增

速有所提升，利润总额保持增长，从业人数

和工资总额稳步增加。 软件产品收入稳定，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

近七成相关上市公司预喜

Wind数据显示， 截至7月29日，A股上

市公司共有129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84家预

喜，预喜比例高达65.12%。 其中，46家同比

增长超过50%；21家同比增长超过100%。行

业整体保持了较高的盈利水平。

以华宇软件为例，公司预计，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3亿元-2.

19亿元，同比增长30%-40%。 公告显示，报

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实现较快增长。同时，

加大研发力度，积极拓展市场，不断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力。

信息技术子行业中，细分龙头公司实现

较快发展。以捷成股份为例，公司预计，上半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7亿元

-6.4亿元，同比增长9.19%-22.60%。公司表

示，上半年在较为严峻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现

状的情形下，公司集中核心资源发展核心业

务，新媒体发行和版权运营业务稳定、持续

增长。

招商证券研报显示，公司在新媒体版权

方面的持续投入巩固和扩大了市场份额，随

着视频付费时代的来临，国内付费人群的不

断增长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对优质内容版权

的需求不断扩大，未来新媒体版权业务的市

场空间进一步打开。公司影视剧项目储备丰

富，且单集均价有望提升，将助力公司业绩

的持续稳定增长。

联美控股拟23亿元收购兆讯传媒100%股份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联美控股7月29日晚公告，公司、华新联美

与交易对方拉萨兆讯投资、拉萨汇誉、金宝利、

拉萨兆讯移动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

以23亿元为对价受让交易对方合计持有兆讯传

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同时，公司

将联美香港100%的股权及对应权益转让给控

股股东联众新能源，股权转让价款为等值于2万

美元的人民币。

联美控股董秘刘思生表示， 公司引入已经

发展成熟的兆讯传媒， 将联美控股打造成一家

以传统主业为主， 传媒行业为辅的发展均衡的

上市公司平台， 形成双轮驱动、 齐头发展的格

局，实现资本与实业互补共赢。

置入实控人盈利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 交易对方中拉萨兆讯投

资、 拉萨兆讯移动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苏壮

奇、苏壮强100%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在国内铁路客运站自主建设数字媒体是兆

讯传媒的主营。 截至6月30日，铺建了覆盖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约70%的地级以上城

市的广告播出网络， 已签约铁路客运站476个，

已建设完成并正式运营铁路客运站303个。交易

标的已成为国内铁路数字视频媒体行业中拥有

媒体资源数量最多， 覆盖最广的媒体服务商之

一， 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针对客户订制化

的广告联播服务。

公告显示，截至6月30日，交易标的全部股

东权益账面价值为2.65亿元，本次交易定价较账

面价值溢价率为769.45%，主要溢价原因系兆讯

传媒是一家数字媒体广告运营公司， 自设立以

来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沿铁路网布局数字媒体

资源，其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

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的业务网络、服务能力、

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

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1-6月，兆讯传媒实

现营业收入1.55亿元， 净利润为5062.26万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37亿元， 净利润为1.20

亿元

兆讯传媒原股东承诺， 兆讯传媒2018至

2020年度实现的经审计归母净利润三年合计数

不低于5.72亿元，每年分别为1.5亿元、1.87亿元

及2.34亿元。

公司表示，本次收购兆讯传媒，有利于上市

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积极培育和拓展新

的业务增长点， 将助力上市公司更好地把握中

国高铁经济与新媒体领域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巨

大机遇，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

展空间。

打造“双轮驱动”业务格局

联美控股同日公告， 拟将其持有的联美香

港100%的股权及对应权益转让给控股股东联

众新能源，股权转让价款为等值于2万美元的人

民币。 同时，联众新能源代联美香港向公司偿还

等值于3600万美元的人民币的借款。

1月31日， 联美香港以3600万美元收购3D

成像公司Mantis� Vision的股份， 其中约2800

万美元参与MV公司D轮融资， 约800万美元受

让MV公司原股东持有的股票。

对于公司为何投资MV不到一年又出售给

大股东，联众新能源方面表示，从科技类企业的

发展模式来看，其前期的资金投入较大，盈利贡

献时间节点尚不能精确预期， 故考虑将MV转

到上市公司体制外，发展机制会更加灵活。由大

股东在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经营模式、企业文

化等方面为MV提供支持，重点培育，未来择机

另有处置。

对此次同时现金收购兆讯传媒， 刘思生表

示， 公司在延续既有传统主业有序稳步增长和

高现金流的优势下， 发力布局已经发展成熟的

轻型传媒产业， 形成双轮驱动、 齐头发展的格

局，实现资本与实业互补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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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传媒称

未与星美洽谈收购事宜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光线传媒7月29日发布澄清公告称，近日，

公司注意到有媒体报道称：“光线融资总额高

达70亿元。 光线正在谋求百亿级并购下游院线

资产， 目前潜在的交易对象为港股上市的星美

影院业务” 。

光线传媒表示，公司不存在报道所称“光

线融资总额高达70亿元” 的情况；不存在报道

所称 “光线正在谋求百亿级并购下游院线资

产， 目前潜在的交易对象为港股上市的星美影

院业务”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从未与星美方

洽谈报道所称相关收购事宜， 短期内亦无相关

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