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唐电信否认高鸿股份是其子公司

大唐电信3月18日公告澄清称，公司不

持有高鸿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任何股权，

高鸿股份不是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与高鸿

股份的控股股东均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除此之外，公司与“3·15晚会” 报道事

项无其他关联。（戴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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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

贵州茅台拟年内进行局部拆分

□本报记者 邹宁 贵阳报道

3月17日， 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

在贵阳举行。 推介会上，首批集中推出包

括茅台集团、盘江集团在内的128个项目，

其中，股权转让、增资扩股项目42个，建设

项目86个，覆盖了能源、建材、化工、冶金、

房地产、商贸物流、交通运输、旅游酒店、

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行业，预计投资总额

2763亿元。

在贵州省国资委制作的会议资料上，

有关茅台的部分尤其引人注目。茅台集团

的发展方向是成为“产融结合的多元化控

股集团，到2017年左右，集团整体销售收

入达到千亿元级。” 茅台集团将对茅台酒、

其他酒业、上下游产业等七大业务板块进

行梳理，逐步培养形成6-7个子集团。

系列酒将剥离至新公司

具体在茅台酒板块，将以上市公司贵

州茅台（600519）为核心，探索建立股权

激励机制或者员工持股，在有利于投资及

业务扩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股权置换工

作，利用本轮产权改革对外扩张，把握投

资移动互联网、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机

会，投资新领域，到2016年底完成股份公

司再融资。

股份公司将进行内部拆分，将现有系

列酒整体剥离至新公司，新公司保持相对

控股， 实现系列酒供、 产、 销完全独立。

2014年完成新公司拆分工作，2015年开

始“引战” 工作。 新公司择机并购其他酒

类企业或借壳上市。

习酒将整合后上市

根据贵州省国资委的规划，茅台集团

仍将继续保持对习酒的控股地位，在引入

中粮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择机

引入多种战略投资者，继续以酒类概念推

动上市。 整合工作从2014年起启动，集团

公司其他非茅台酒类子公司相关酒类业

务合并将在2016年完成。

茅台集团将通过划转、 转让等方式，

将保健酒业公司、技术开发公司、葡萄酒

公司的酒类业务全面转移至习酒公司。业

务全面整合后，习酒公司将全面控股该板

块相关企业，并由习酒公司牵头开展“引

战” 及实施产权多元化工作。 支持习酒公

司员工持股或关键岗位管理人员、技术核

心人员和业务骨干入股参与改制，到2014

年底前争取习酒公司上市。

茅台集团下属物流公司将积极引入

中运、中远等国有物流企业，引进顺丰、申

通、圆通、中通、韵达等民营物流企业参股

物流公司，拓展物流仓储、原料仓储等酒

类上下一体化业务，2015年底初步建成产

权多元化，管理及技术现代化的西南地区

领先的物流公司；2014年将旗下各贸易公

司整合至贵州酒业发展公司，积极引入非

公经济进入参股。

同时，贵州茅台的自营店体系将在今

年整合为一个公司，2015年底前完成合

并。 茅台酒的销售体系将全面引进阿里巴

巴、腾讯、京东等O2O渠道战略投资者，提

升线上线下多渠道营销。

茅台酒厂包装车间，工人们在包装新产的茅台酒。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浦发银行正研究控股上海信托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浦发银行3月17日晚公告， 公司正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受让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控股权等事宜。 具体方案尚在研

究过程中。

据公开资料， 上海信托是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1981年由上海市财政局出资发起成立，1983年取得

“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1992年实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制，此后

历经四次增资扩股，现有股东共计13家，注册资本金达到人民币

25亿元。

上海国际集团持有上海信托66.33%的股份，同时直接、间接

控制浦发银行24.18%股份，为浦发银行合并持股第一大股东。 上

海国际集团又是上海市国资委100%持股公司。如果浦发银行和上

海信托实行控股合并，则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目前银监会批准的持牌信托公司仅68家， 通过此项收购，浦

发银行有望获得为数不多的信托牌照，换取更大的混业、综合金融

业务空间。 截至2012年末，上海信托净资产58.25亿元，净利润9.6

亿元，管理信托资产超过1200亿元。

招商证券分析师肖力强认为， 此举是浦发银行向综合化金融

集团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目前浦发银行通过控股浦银安盛基金、

浦银租赁、 南亚投资等在部分金融领域展业， 同时还拥有华一银

行、浦发硅谷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金融牌照，但在证券、保险、信

托、资产管理等领域仍无斩获。本次上海国资改革计划将上海信托

整合进浦发银行的方案表明， 上海国资将以浦发银行为重点银行

系金融控股平台， 未来仍将通过多方面资源支持将浦发的业务做

大做强。

海马汽车否认油耗造假质疑

专家称消费者难维权

□本报记者 刘兴龙

身处舆论漩涡中的海马汽车于3月17

日晚发布澄清公告， 否认公司汽车油耗试

验检测过程中存在造假。 业内专家指出，部

分汽车厂家的油耗数据偷换概念， 实际路

况与测试环境差异较大， 消费者对于油耗

方面的维权存在很多制约条件。

澄清“避实就虚”

“传闻不属实” ，海马汽车在澄清说明

开头就否认了公司汽车油耗试验检测过程

中存在造假。

公司介绍，汽车油耗检测分为开发过

程试验和认证检测。 开发过程试验，会根

据车型目标油耗进行相应研发，并送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根据测试数据，对

相关汽车节油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优化，最

终达到国家相关油耗标准。 认证检测，由

厂家将样车发往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油

耗试验，试验结果合格，由检测机构出具

检测报告。

海马汽车进一步解释称， 在开发过程

试验时， 公司根据车型目标油耗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同时根据测试结果

进行调试和改进， 以最终达到国家相关油

耗标准。认证检测时，公司将样车发往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油耗试验，试验结果合格，

由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

业内人士指出，海马汽车的澄清公告

并没有回应媒体报道的具体质疑。 首先，

没有说明媒体质疑其油耗造假的检测行

为是属于开发过程试验阶段还是认证检

测阶段，如果属于认证检测阶段，则不允

许修改参数等行为；其次，虽然海马汽车

表示所有上市车型的测试结果依据《轻型

汽车燃料消耗量标示管理规定》 进行标

识，但是油耗数据是否都真实准确仍存在

疑问，有待主管部门进一步抽查或检测才

能得出答案。

油耗成维权“真空区”

“前些年，我们经常会接到汽车油耗问

题的投诉。 不过，2013年相关投诉数量很

少。 ” 3·15法律网汽车投诉中心主任郝庆

丰表示， 投诉数量下降并不是因为问题减

少，而是许多汽车厂家偷换概念。

“这个数据是由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后

才得出来的。 比如车辆为等速行驶(一般为

60或90km/h)， 测试环境满足国家规定的

风速、风向及温度等条件，而且车辆还要满

足空载、关窗、不开空调等严格的要求。 这

样的油耗数据显然与我们日常驾驶中车辆

的真实油耗大相径庭。 ”

面对油耗造假的质疑， 许多投资者关

注海马汽车可能存在的处罚成本。 一个例

子是，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现现代起亚

共13款车型的油耗与其测试结果不符，存

在夸大现象。经媒体曝光后，现代与起亚集

团发表联合声明， 对多款车型的标定油耗

进行上调， 根据车主车辆的行驶里程以及

当地的油价对于油耗标定的差额给予补

偿，另提供15%的额外补偿。

“海马汽车油耗是否造假，还需要对检

测机构和厂家进行核实。 从消费者维权的

角度看，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证明油耗偏高

是由于汽车质量造成的。 这一点很难得到

具体的证实， 毕竟路况和驾驶习惯等问题

必然会造成油耗水平的差异。 ” 郝庆丰表

示，从实际效果来看，上市车型虽然依据燃

料消耗量标示管理规定进行标识， 但是对

消费者的参考意义不大。

他解释说， 从目前国内的法律保障体

系来看，2013年10月1日国家质检总局发

布实施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

责任规定》没有明确“油耗虚高” 属于“保

修期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消费者难以就

此维权。 今年3月15日新实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虽有“举证责任倒置，6个月内出

现瑕疵，由商家承担举证责任” 的条款，但

消费者操作不当， 路面拥堵等因素都可以

作为车企辩解的理由。

京东签约万家便利店创新O2O模式

京东集团3月17日在京与上海、 北京、

广州、温州、东莞等15余座城市的上万家便

利店进行O2O合作， 其中包括快客、 好邻

居、良友、每日每夜、人本、美宜佳、中央红、

一团火、今日便利、利客、国大365、普罗云

等连锁便利店品牌。

去年11月京东O2O曾经在山西太原试

点，与当地唐久大卖场进行合作。 此次大范

围推广这种全新的经营模式，该计划还有望

在年底覆盖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和地级市。

京东O2O的具体操作方式是： 通过京

东便利店官网，用户可以借助LBS定位，在

其旗下门店中寻找最近的店面进行购物，

仓储和配送由便利店自己完成， 不具备配

套的，京东也会提供服务。

由于仓储体系的共通， 便利店可以在

网上扩充品类建立线上卖场、 生鲜超市等

多种业态， 甚至在未来还可以发展预售模

式。京东O2O利用线下门店和其中央厨房、

冷链、常温物流体系，提供配送服务。同时，

京东联手便利店推出 “1小时达” 、“定时

达” 、“15分钟极速达” 、“上门体验” 、“就

近门店的售后服务”等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 在整合线上流量和线

下本地服务后，京东O2O借助零售商的地

域化渠道特点， 实现线上和线下零售回归

零售本质的同时， 也推进了零售业向高科

技全渠道零售的商业模式升级。 （王荣）

食药总局整顿医疗器械

国家食药监总局17日宣布， 即日起开

展为期5个月的医疗器械整顿行动，范围涉

及医疗器械虚假注册申报、违规生产、非法

经营、夸大宣传和使用无证产品5种行为。

其中，对虚假申报行为，食药监总局将

重点整治第二、 第三类医疗器械首次注册

申请的不真实行为， 重点审查临床试验报

告和样品生产过程的真实性检查。 凡在注

册环节被人举报，将重点核查。药监总局将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从快、从严、从

重处理。 此举将给相关上市公司产品的上

市、销售带来深远影响。（戴小河）

家电企业深度触网

美的联手阿里建物联网平台

□本报记者 王荣

3月19日，阿里巴巴、美的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美的集团将首款物联网智能空调

独家放在天猫平台首发， 阿里除了提供销

售平台， 同时还将与美的一起构建物联网

平台， 并帮助美的实现大数据的商业化应

用。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电商话语权的增

强，家电企业更依赖电商渠道并深度触网。

家电深度触网

美的方面表示，旗下所有物联网智能终

端产品都将通过天猫平台全球首发。 而此

前，海尔、TCL等均已将众多产品搬到网上。

“这意味着电商在家电销售渠道中的

地位更加突出。” 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两年，

京东、天猫、易迅的电商平台已经大量抢了

传统渠道的家电销售份额。

据《2013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披露，

当年我国B2C家电网购市场营收 (含手机、

平板电脑) 达到1332亿元， 同比增长高达

50%。 与家电线下零售市场不足10%整体

增长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网购的发展，电商

平台对渠道的掌控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电商凭借数据优势以及互动平台， 在令家

电企业更依赖的同时， 还将促使家电行业

深度触网。

根据阿里巴巴、 美的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 双方将共同构建基于阿里云的物联

网开放平台， 实现家电产品的连接对话和

远程控制。 阿里云将提供海量的计算、存储

和网络连接能力， 并帮助美的实现大数据

的商业化应用。

据介绍，从2014年开始，美的将在所有

空调新品中应用物联网智能技术， 计划三

年时间将50%以上的空调物联网化， 未来

美的全系列产品都将接入阿里云平台。

“2014年各家电品类‘触网’ 的深化

是共同基调。” 第三方研究机构中怡康副总

经理彭煜分析称，2014年4G网络将大规模

落地， 网络环境的优化为家电产品的互联

互通提供了通道保障， 也将加速3C产品的

智能化协同乃至于扩展至全家电产业链的

智能化。

不过，彭煜也指出，如何打造家电产业

的长尾价值， 建立起有效的用户需求互动

模式，跳出硬件收费模式，创建赢利模式的

护城河， 是家电产业需要共同思考的重大

问题。

电商争首发谋差异

据阿里内部人士介绍， 美的只是阿里

云合作、变现的一个商家，未来阿里还将向

其他家电及品类开放更多的接口。

数据显示，去年有750万多款新品在天

猫平台上首发，服饰服装类、3C产品、时尚

生活类新品首发持续领跑行业。 天猫方面

透露，今年将有更多的新品首发。

首发权是电商争夺的焦点。 如京东商

城近年来一直在与上游供应商合作， 扩大

首发商品的品类，TCL、康佳、联想等均在

京东平台首发智能电视产品。凡客、当当等

其他电商平台也在追求首发权。

“首发权其实就是话语权。 ” 分析人士指

出， 在经历价格战带来的同质化竞争阵痛

后，面对超低毛利率窘境，电商企业纷纷将

目标转移到了上游供应商， 意欲通过争抢

新品和独家货源以寻求差异化发展。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传统企业线

上线下融合的加速， 未来电商企业的竞争

将由价格竞争转变为对优质商品的供应链

竞争， 因而电商企业对于上游供应链的渗

透和掌控将进一步加剧。

不生产鳕鱼肝油产品

交大昂立：已停止代理销售

交大昂立3月18日发布澄清公告称，

近日，有关媒体曝光了部分企业违规生产

针对婴幼儿的鳕鱼肝油产品，并提示公司

及其他相关企业的 “幼儿鱼肝油多吃有

害” 。 公告称，公司不生产鱼肝油类产品，

所代理销售的一款鳕鱼肝油产品为美国

原瓶进口，且符合美国GMP标准并获得美

国FDA认证。 该产品不针对三岁以下婴幼

儿。 公司2013年底前已不再进口代理该产

品。 （戴小河）

南车获南非20亿美元订单

北车拿下88亿元合同

□本报记者 陈静 实习记者 张玉洁

中国南车3月18日公告，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获签南非

Transnet公司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电力机车大单。 这是目前我国

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整车最大的出口订单。根据合同，该项目机车的

本地化率超过60%，通过技术转让，可以提高南非国家铁路车辆的

制造和维保技术能力，并推动相关配套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中国南车总裁刘化龙表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的

关键就是要在全球树立良好口碑， 以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为代表的

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海外发展，正在实现“中国制造” 与“中国

智造” 的全球认可。

18日，中国北车也公告称，近日签订合同共计88.4亿元。包括：

中标香港沙中线（一期）新车采购项目，合同总金额约8.99亿元人

民币；签订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东西线和南北线（一期）轻轨

EPC项目车辆及相关服务出口合同，签约金额约5.34亿元人民币；

与哈姆斯利铁矿签订总计约3.5亿元人民币的矿石车出口销售合

同等。

白云山净利9.8亿元增3成多

□本报记者 戴小河

白云山3月18日披露2013年年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亿

元，同比增长45.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亿元，

同比增长34.43%。 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0元（含税）。

过去一年， 公司在医药制造业务上积极应对各省基药增补目

录工作，努力维护产品价格及做好药品招标工作。独家中药品种口

炎清颗粒、消渴丸、障眼明片、华佗再造丸、王老吉保济口服液等成

功入选2012版国家基药目录。 报告期内，公司制造业务的毛利率

为39.36%，同比下降0.46%。

在医药贸易业务上，公司一是深挖用药销售路径与网络，大力

开展药房托管业务，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梅州大埔人民医院等

多家医院签订了现代医药物流服务延伸合作协议， 采芝林药业取

得了广州市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区社区医院及部分二甲

医院中药房的全托管。 二是拓展融资渠道，加快仓储物流建设，加

强终端配送。三是不断加强与厂家在基本药物目录、招投标等方面

的合作，加强工商企业合作，促进资源整合。 公司医药贸易业务的

毛利率为7.25%， 同比下降0.57%。

绿地集团

拟655亿借壳金丰投资

□本报实习记者 张玉洁

绿地集团资本化道路前进了一大步。 金丰投资3月17日晚间

披露资产重组预案，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式进行重组，拟注入绿地集团100%股权，预估值达655亿。重组完

成后， 公司将成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

公司股票将于3月18日复牌。 此前金丰投资已经停牌接近8个月。

绿地集团是上海市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集团， 主营业务包括

房地产主业及其延伸产业。 截至2013年9月末，绿地集团总资产为

3088.7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48.27亿元。绿地集团

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746.25亿元，实现净利润76.62亿元。

根据预案， 金丰投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资产置换和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组成。首先，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

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 拟置出资产

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拟置出资产的预估

值为23亿元。此后，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 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购买的股

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权在资产置换后的剩余部分。经预估，拟注

入资产的预估值为655亿元，为此，公司拟以每股5.58元的价格，非

公开发行合计113.26亿股用于支付上述对价。

金丰投资表示，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绿

地集团100%股权，转型成为国内房地产行业领军企业，且同时具

有房地产延伸行业及能源、 汽车、 金融等多元化业务作为辅助支

撑，形成综合性大型产业集团。

青海华鼎终止筹划重组

□本报记者 戴小河

青海华鼎3月18日公告，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环节较

多，目前资产重组的某些实施条件尚不成熟，公司综合考虑了各种

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股票将于3月18日开市起复牌。

据此前公告， 青海华鼎与独立第三方四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协商，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式注入机械装备类资产，增加公司的

产业链，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