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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空间聚焦商用遥感卫星运营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国内首家商业遥感卫星运营商、 独立运

控“北京二号” 遥感卫星，带着众多“光环”

的世纪空间科创板上市申请近日已被上交所

问询。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来到海淀区西三旗

建材城东路的21世纪大厦对公司进行探访。

红白相间的世纪空间大楼旁边， 国家遥感中

心空间信息产业孵化器几个大字很醒目。 业

内人士介绍， 世纪空间目前承载了国家遥感

中心的软件测试资质， 遥感中心在公司设了

一个点。 世纪空间覆盖了卫星遥感及空间信

息服务全产业链， 而最大的优势是其遥感数

据获取能力。

覆盖卫星遥感服务产业链

世纪空间招股书披露，公司是面向中国及

全球客户的自主遥感卫星运控及地球空间信

息大数据服务商，是中国第一家与国际技术领

先的卫星系统研建机构合作并自主拥有和独

立运控商用遥感卫星系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是国内商业卫星遥感的开拓者。

值得注意的是， 世纪空间2016年1月登陆

新三板，同年12月5日终止在新三板挂牌，成为

新三板创新层首家摘牌公司。

公司是行业内少数具有独立运控自有遥

感卫星系统能力的商业公司。拥有自主运控的

“北京二号” 遥感卫星星座系统，包括3颗亚米

级全色、 优于4米多光谱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

星以及自主研建的地面系统。 此外，公司代理

美国数字地球公司和法国空中客车防务及航

天地理情报公司的遥感数据产品， 形成了0.3

米-0.5米-0.8米-1.5米的完整分辨率序列遥

感数据产品。

华科咨信（北京）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李冬航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世纪空间覆

盖卫星遥感及空间信息服务全产业链，业务运

营范畴覆盖卫星遥感及空间信息服务产业链

中的空间段、地面段及服务段。 公司最大的优

势是在遥感数据的获取上。 世纪空间对综合

遥感数据的获取能力比较强， 而且公司独立

运营“北京二号” 遥感卫星，有数据资源。“拥

有数据资源， 在遥感市场上就占据了高端位

置。否则只能做数据下游的应用服务等业务。”

李冬航说。

2016年7月，“北京二号” 遥感卫星星座

系统正式投入运营，公司业绩进入快速发展

期， 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超过45%。

2016年-2018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86亿元、4.63亿元和6.04亿元，分别实现归

母 净 利 润 1552.03 万 元 、4351.87 万 元 和

6950.67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为基于自主运控自有遥感

卫星的数据获取、处理分析及销售和空间信息

综合应用服务。 2018年，公司卫星遥感大数据

产品收入2.27亿元，占比37.59%，空间信息综

合应用服务收入3.73亿元，占比61.8%。 其他服

务收入334.84万元，占比0.55%。

对标数字地球公司

华泰证券研报认为，世纪空间主要竞争对

手为数字地球公司（Digital� Globe）、空中客

车防务及航天公司、欧比特、中国四维和长光

卫星。 A股市场可比公司为北斗星通、四维图

新、超图软件和欧比特。

世纪空间在招股书上表示， 依托企业自

主测控运行的“北京” 系列遥感卫星系统，围

绕卫星遥感数据的获取、 处理分析和应用等

产业链环节， 公司构建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国

内外测控接收一体化的地面协同站网， 既具

备卫星遥感大数据获取与服务能力， 也可利

用所获数据提供标准化或定制化的空间信息

综合应用服务， 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卫星遥

感及空间信息服务行业全产业链服务能力的

企业。

华泰证券研报认为， 与国内同类公司相

比，世纪空间拥有自主运控的遥感卫星星座

系统，能够主动响应客户对卫星遥感大数据

的规模化、定制化和差异化需求，占据了卫

星遥感及空间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的战略要

地，持续增强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和话

语权。

在科技“硬实力” 方面，世纪空间先后承

接并成功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国家863

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化专项等重大项目

50余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5项，项

目成果与核心研究人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GIS优秀工程” 金奖、省部级科学

技术一等奖等重大奖项。 目前，公司已获授权

发明专利20余项， 受理申请发明专利10余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00余项。

行业发展空间广阔

卫星遥感行业市场空间广阔。根据美国

卫星产业协会（SIA）发布的《2018年卫星

产业状况报告》，2017年全球卫星产业总收

入为268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 全球卫

星产业产值从2007年的近1220亿美元增长

到2017年的2686亿美元， 十余年间增长近

2.5倍。

根据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发布的《中国

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18）》，至2017年，

全球对地观测领域的产值为500亿美元， 预计

到2020年产值将达到75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

率达14.9%。 对地观测卫星上游部分预计在

2017年-2020年期间将以15.2%的复合年增长

率快速增长，从2017年的154亿美元产值增加

至2020年的236亿美元。

华泰证券研报认为， 目前我国遥感卫星

行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商业遥感卫星发

展刚刚起步，产业集群还未形成，规模以上的

企业更是凤毛麟角， 产业规模和整体行业竞

争力相对于国际巨头还存在明显差距， 完整

产业链的形成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统计年报数据，

2011年至2016年间，我国测绘地理信息服务5

年平均增长率为15.19%，2016年市场规模达

到946亿元。

世纪空间招股书披露，公司拟公开发行不

超过6065万股，募资8.08亿元。 主要用于卫星

对地观测数据获取能力提升建设项目、遥感数

据产品柔性生产系统建设项目、空间大数据应

用平台（一期）建设项目等。

李冬航认为，未来基于智慧城市、大数

据的发展，遥感是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 未

来遥感应用，除了直接提供数据源、数据处

理服务以及数据综合平台服务外，还可以为

客户直接提供基于遥感数据的应用服务成

果。 遥感应用服务市场空间巨大，特别是结

合卫星导航的卫星综合应用服务，会吸引更

多企业参与到遥感应用市场，行业竞争将更

加激烈。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的世纪空间大楼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摄

亚邦股份控股股东拟更改业绩承诺

投服中心建议重新评估收购资产或出售方原价购回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4月24日，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呼吁，

广大中小投资者参加亚邦股份将于4月26日召

开的临时股东大会，积极行权。

2018年底， 因收购的恒隆作物未实现业绩

承诺， 亚邦股份拟免除控股股东亚邦集团等承

诺方的补偿义务，并更改恒隆作物业绩承诺，但

在市场的反对声中不了了之。 近日，亚邦股份拟

重新调整恒隆作物的业绩承诺， 再次引起中小

投资者不满。投服中心认为，亚邦股份控股股东

以更改业绩承诺的方式逃避补偿责任， 严重侵

害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收购“无效资产”

2018年2月，亚邦股份以9.04亿元现金收购

处于停产状态的恒隆作物70.60%股权，其中包

括控股股东亚邦集团持有的恒隆作物51%股

权，合计作价9.04亿元，溢价766.85%。 亚邦集

团等资产出售方承诺， 恒隆作物2018年-2020

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0.9亿元、1.23亿元、1.41

亿元。

2018年5月3日，上市公司公告，因政府要求

连云港化工园区进行环保集中整治， 公司在相

关园区内的子（分）公司已全面停产，其中便包

括恒隆作物。 恒隆作物至今尚未复产，无法实现

2018年业绩承诺。此次，亚邦集团等拟将承诺期

限调整为恒隆作物复产之日次月开始的36个

月， 每12个月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3亿元、

1.41亿元、1.49亿元；如恒隆作物复产晚于2019

年12月31日， 则上述三个业绩承诺期间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1.41亿元、1.49亿元、1.55亿元；如恒

隆作物在2020年12月31前仍未恢复生产，另行

协商解决方案。

投服中心表示， 上述收购及调整业绩承诺

行为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一是控股股东用无效资产攫取了上市公

司资金。 2018年收购时，对恒隆作物价值的评

估以其2018年4月前恢复生产， 能正常经营为

假设前提。 上市公司收购恒隆作物时，恒隆作

物因环保、 安全集中整治而处于停产状态，是

无法正常经营、无法产生收益的“无效资产” 。

根据上市公司2019年4月11日公告， 恒隆作物

停产已至少一年，安全、环保设备提标改造仍

需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何时能复产经营尚不

能确定。

二是收购款实质上已构成了资金占用。 按

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9.04亿

元现金至少能每年为上市公司带来3932万元的

利息收入。 目前，恒隆作物不具备生产能力却不

履行补偿义务， 实际上已构成了对上市公司资

金的占用。

建议重新评估

对上述相关事项，投服中心表示，反对推迟

业绩承诺及补偿。 根据公告，恒隆作物2018年1

月至10月亏损2590万元， 不仅未给上市公司带

来利润，还因亏损进一步蚕食上市公司权益。按

原业绩补偿协议， 假设恒隆作物2018年净利润

为-2590万元，交易对方应补偿上市公司2.96亿

元现金。 其中，亚邦集团应补偿2.14亿元。 亚邦

集团不履行2018年业绩承诺， 直接侵害了上市

公司利益。 投服中心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坚决

反对推迟、 更改业绩承诺这种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

二是建议对恒隆作物的价值进行重新评

估。 根据2018年1月20日亚邦股份披露的公告，

收购时恒隆作物便已处于停产状态， 评估前提

是其于2018年4月前能恢复生产，预测恒隆作物

2018年-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为0.89亿元、1.22

亿元、1.41亿元、1.48亿元、1.54亿元，2023年及

以后永续年的净利润为每年1.59亿元， 并据此

评估出恒隆作物的价值。 恒隆作物一直处于停

产状态， 何时复产尚不可知，2018年与2019年

可能亏损， 已不能满足估值时的假设条件和盈

利预测。 如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执意要推迟业

绩承诺及补偿， 投服中心建议上市公司对标的

资产的价值重新评估， 并在评估值中扣除由上

市公司承担的提标改建投入， 扣除在恒隆作物

停产期间9.04亿元收购款可产生的同期银行贷

款利息。

三是建议控股股东亚邦集团等原价购回

恒隆作物70.60%股权。 调整业绩承诺的方案

显示，如恒隆作物在2020年12月31日前仍未恢

复正常生产经营或者在此之前出现关停、整合

等情形，业绩承诺主要责任方亚邦集团将与上

市公司积极协商相关方案，采取一切有效措施

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但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

方案。 投服中心建议，如出现恒隆作物迟迟无

法复产或关停等情况， 控股股东亚邦集团等

交易对方以原价购回恒隆作物70.60%股权，

并承担停产期间恒隆作物给上市公司造成的

损失。

亚邦股份除控股股东亚邦集团及一致行动

人持股33.36%外，其余均为持股5%以下的中小

股东。 在2019年4月26日亚邦股份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调整业绩承诺的方案时， 亚邦集团

作为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将由中小股

东来决定。 投服中心呼吁广大中小股东积极参

会（现场和网络）行使表决权。

38家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 意见

□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4月24日，Wind数据显示，38家上市

公司2018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审计意

见，占比1.31%。 相比2017年全年的3.33%，非

标审计报告占比有所下降。 在上述38家公司

中，*ST和ST类公司达14家， 多数公司连续被

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往年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

解决。 持续经营能力受到质疑、涉及重大案件

诉讼、负债率较高成为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主

要原因。

占比有所下降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370家上市公

司披露了2018年年报的审计报告，38家公司被

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占已披露审计报告公司的

1.31%。 其中，31家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7家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

*ST和ST类公司共14家， 占全部被出具非标审

计意见公司的45.16%。

从2017年情况看，在3607家披露了年报审

计报告的公司中，71家公司被出具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31家被出具保留意

见，18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被出具

非标审计意见报告的公司120家， 占比3.33%。

从目前情况看， 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被出具非

标审计报告占比有所下降。

业内人士介绍，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这四

类非标审计意见，严重程度依次增加。 其中，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 相关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暂时没有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 或“否定意见” ，但不少被

出具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保留

意见” 的上市公司在年报发布后，因为连续

亏损、所有者权益为负等原因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以*ST河化为例，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31亿元，同比增长4.6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亿元，上年同期为

2946.24万元。 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18年净

亏损2.74亿元；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净资

产为-2.5亿元；2018年尿素生产线装置长期

全面停产，持续经营能力受到质疑。 因此，审

计机构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

公告显示， 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股东所有者权益为负值，根据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将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 ， 股票简称变更为

“*ST河化” 。

经营能力存疑

梳理发现，涉及重大案件诉讼、被证监会立

案调查、负债率高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成为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主要原因。

部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受到质疑。 以ST

昌鱼为例， 公司2018年年报被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

表示，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63.29万元。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亏损-5.15亿元，

流动负债合计金额超过流动资产合计金额

1494.5万元。虽然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了应对措施， 但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公司表示，后续将按照既定战略方针，继续

加大对到期水面收回的自营力度， 持续发展农

产品销售平台以及大闸蟹、坚果营销业务，进一

步提高饲料加工及销售能力， 努力实现资产的

增值保值，以扭转公司目前的困境。

部分公司涉及重大案件诉讼，有的公司连

续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远大控股2017年度、

2018年度连续两年年报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均与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旗

下远大石化于2017年将5.7亿元扣押款的划转

有关。

东音股份拟“腾笼换鸟”

转型医药制造业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东音股份4月24日晚披露重组预案，除

保留2.67亿元货币现金、可转债外，拟将不超

10亿元的其余资产及负债作为拟置出资产，

与交罗欣药业99.65%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 拟置出资产预估值8.9亿，拟置入资

产预估值75.43亿元。差额部分由东音股份发

行股份购买。 交易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变

为罗欣控股， 实控人变为刘保起、 刘振腾父

子。 此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将转型医

药制造业。

重组方案“三步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 股份转

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股

份转让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 共同实

施， 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而无法付诸

实施，则另一项交易不予实施。

重大资产置换层面，东音股份除保留2.68

亿元货币现金、 可转债外， 在扣除东音股份

2018年度现金分红后， 将不超过10亿元的其

余资产及负债作为拟置出资产，与交易对方持

有的罗欣药业99.65%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

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为方秀宝

指定的主体。 如有出售资产，则由资产承接方

以货币现金方式向东音股份支付购买。截至预

案签署日，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拟置出资产的

预估值为8.9亿元， 拟置入资产的预估值为

75.43亿元。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方秀宝及

其一致行动人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分别转让

1944.75万股、2033.84万股、409.5万股、1638万

股，合计6026.09万股东音股份股票，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99%。 股份转让价格为

14.27元/股，交易对价合计为8.6亿元。 上述股

票的受让方为克拉玛依欣华、克拉玛依恒佳、成

都欣华。

东音股份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

对方按其各自持有拟置入资产的比例发行股

份，购买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0.4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

更为罗欣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保起、

刘振腾父子。

业绩承诺方面， 罗欣药业2019年-2021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5亿元、6.5亿元和

7.5亿元，相关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非归母净利

润。 若本次重组未能在2019年12月31日（含当

日）前完成，则前述期间将往后顺延为2020年

-2022年。

东音股份表示， 本次重组前公司专业从事

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陆上泵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核心产品为井用潜水泵。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将转型进入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

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打造大健康平台

罗欣药业成立于2001年11月， 法定代表

人为刘保起，公司注册地为山东临沂。刘保起

及刘振腾通过控制罗欣控股、 刘振腾通过控

制克拉玛依珏志及Giant� Star合计持有罗欣

药业61.78%的股份，刘保起、刘振腾为父子

关系。

公司主营业务系医药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分为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两大板块。医药

工业板块以化学药品制剂及原辅料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主，主要产品为消化类用药、呼吸

类用药、抗生素类用药等；医药商业板块以药品

及医疗器械的物流配送为主。

创新药研发方面，截至预案签署日，罗欣药

业拥有新药证书48项、在研1类新药6项。 除自

主研发新药外，罗欣药业重点聚焦消化类、呼吸

类、抗肿瘤类产品等领域，积极与美国Bausch�

Health� Companies� Inc.、 韩国CJ� Health-

Care� Corporation、印度阿拉宾度制药有限公

司（Aurobindo� Pharma）、阿斯利康公司、法

国YSLAB、帝国制药等全球知名的医疗健康企

业合作，进一步打造大健康平台。

此外， 罗欣药业拥有通过GMP认证的粉

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干混

悬剂、 小容量注射剂及大容量注射剂等生产

线， 部分制剂车间于2019年取得了欧盟认证

证书和PIC/S证书。为降低自有制剂产品成本、

增强自身竞争实力，罗欣药业积极布局原料药

业务，目前已建立化学原料药生产体系、抗肿

瘤原料药生产体系等。 截至预案签署日，根据

CFDA数据显示，罗欣药业系当前国内唯一获

批的头孢西酮钠原料药生产商。罗欣药业盐酸

氨溴索原料药最大产能可达120吨/年，居于行

业前列。 罗欣药业原料药工厂已于2016年先

后通过日本AFM场地认证和韩国MFDS官方

审计。

值得注意的是，罗欣药业曾于2015年12

月9日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但一年多后公司

谋求私有化事项 ，2017年 3月 13日，Giant�

Star和Ally� Bridge作为联合要约人，就罗欣

药业全部已发行的H股提出自愿有条件的要

约 。 通过私有化要约 ，Giant� Star和Ally�

Bridge分别取得罗欣药业 8763.06万股 、

4308.33万股股份。 2017年6月16日，香港联

交所同意撤销罗欣药业H股于香港联交所的

上市地位。

财报显示， 罗欣药业2016年-2018年营收

分别为47.33亿元、52.48亿元、62.11亿元，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4.12亿

元、4.96亿元及5.0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