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州泰岳中标工行移动平台项目

正在停牌重组的神州泰岳8月19日公告， 与中国工商银

行就移动即时通讯平台产品达成《软件产品合同》，软件产品

费为1260万元人民币。

据悉， 该产品将提供一整套即时通讯服务平台。 公司表

示， 工商银行的融合通信项目是神州泰岳在国内首次签订的

面向企业提供融合通信技术的商务合同。 目前包括银行在内

的大型金融机构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大型企业和服务机构，

在面向客户沟通、服务的融合通信平台建设方面的需求强烈，

且安全性的要求高。 项目对于公司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大型组

织机构的应用拓展将起到示范作用。

自从失去对飞信业务的独占后，神州泰岳业务一直处于调

整之中。 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3亿元，

同比增长18.58%；但受低毛利的运维管理业务拖累，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2亿元，同比下降18.15%。

游戏业务和融合通信是神州泰岳目前两大新的业务点。公

司去年收购的壳木软件下半年将纳入并表范围，而壳木也将在

下半年推出新的手游产品《小小帝国》。融合通信方面，公司海

外融合通信平台下半年将逐步推出，和工行方面签订的此项协

议也是公司企业级融合通信项目的重要一步。另据业内人士透

露，今年飞信方面的PC和服务器端业务，神州泰岳续约中标的

概率仍然较大。 公司去年飞信的中标金额为5亿元。

公司同日公告，公司目前仍在推动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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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拟对管理层股权激励

今年净利或增长116%

东旭光电8月19日公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

对象为公司的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公

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其他员工， 共41

人； 涉及的标的股票超过342万股， 占东旭光电总股本的

0.13%，其中，首期授予308万股，占总股本0.11%，占本激励计

划授予的股票总数的90.06%； 首期激励股票的行权价为3.88

元/股， 为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50%。

这是东旭光电首次拟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

此次激励计划设立的行权条件为：2014年度、2015年度、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不低于17亿元、24亿元、35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8亿元、11亿元、15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5亿

元、7亿元、10亿元。 据此测算， 若股权激励计划能够顺利实

施， 则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净利润将较2013

年分别增长约116.22%、197.3%、305.41%。

东旭光电同日披露的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况显示， 公司

与台湾客户签订了三年的供货协议，6代线玻璃基板未来三

年供货总量为132万片，最大月供货量为6万片。 另外，由上市

公司托管经营的5代旭飞线也已和台湾新增客户达成供货三

年的意向协议，认证通过后，旭飞5代线玻璃基板三年供货总

量为216万片以上，且每年不低于72万片，月均供货将在6万

片以上。（傅嘉）

复星4.6亿美元投资美国保险商Ironshore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在完成对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收购

之后不久， 复星再度出手投资海外保险公

司。 8月18日，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00656.

HK）与美国保险商Ironshore� Inc.对外公

布,双方已签订最终协议，复星将出资约4.6

亿美元投资Ironshore， 未来将成为Iron-

shore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交易安排， 复星将收购Ironshore

的普通股， 收购股比占Ironshore股份之流

通普通股总数 （在完全稀释的基础上）的

20%。 Ironshore将把股票发行募得的所有

资金，用于回购现有股东（包括现有长期的

私募股权股东）的已发行流通普通股。 在复

星的股权收购及Ironshore募集所得的资金

使用生效后， 复星将成为Ironshore的第一

大股东。 此项交易须经监管机构批准，并须

在其他惯例交割条件获得满足后才能通过。

Ironshore通过其辖下多个国际平台，为

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经由经纪人渠道的

专业商业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服务。 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6月底，Ironshore未经审核的净

资产约为18.6亿美元。 Ironshore2013年度的

除税及非经常项目前净利润约为1.03亿美

元，除税及非经常项目净利润为0.98亿美元。

战略投资Ironshore意味着复星的巴菲特

模式实践再下一城。一直以来，复星将发展保险

业视为其投资能力对接长期优质资本的上佳途

径。 目前， 复星逾三分之一的总资产为保险业

务，包括永安财险、复星保德信人寿、鼎睿再保

险及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Fidelidade集团。

复星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复星一直坚决

将保险作为集团核心业务。 这次复星对

Ironshore进行战略投资， 意味着复星发展

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除了可促使复星

的保险业务进一步拓展外，还可以使复星的

综合金融能力取得进一步的提升。

Ironshore首席执行官Kevin� H.� Kel-

ley也表示，复星会是Ironshore的长期核心

战略投资者。 复星与Ironshore的合作伙伴

关系， 将可进一步强化Ironshore在全球保

险市场中的独特地位，并有助其继续保持盈

利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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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董文标提前辞职

民生银行8月18日晚间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8月18日收

到董事长董文标的辞职函。因公司《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及工

作变动原因，董文标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职务， 其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也同时

终止。 董文标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任何

其他事项需要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文标的辞职自辞职函送达公司董

事会时生效， 在公司董事长职位空缺期间由公司副董事长洪崎

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职责， 直至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

长为止。 在此期间，公司董事会依法履行其职责不会受到影响。

资料显示，董文标，男，1957年6月生，河南叶县人，曾任河

南金融管理学院副院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党组书记、交

通银行董事、海通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996年2月起担

任民生银行副行长，历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行长、党委书记。

2006年至今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陈莹莹）

■“新三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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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上半年实现净利66亿元

前三季度业绩预增最高达60%

□本报记者 傅嘉

美的集团8月19日公布的半年报显示，

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773.31亿元，同比上涨

17.28%，实现净利润66.1亿元，按照可比口

径测算，同比上升58.18%。

公司同时预计，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公

司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去年增长45%-60%。

业绩持续走高

自实现整体上市以来，美的集团业务重拾

上升通道，重新发力且速度持续走高。 中报显

示， 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净利润66.1亿

元，同比增长149.74%。由于美的集团2013年9

月完成整体上市，若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公司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58.18%。

上半年， 美的集团内销实现收入449亿

元，同比增长25%；出口实现收入273亿元，同

比增长7%。 电商零售额近40亿元， 同比增长

160%，并超过去年全年销售额。大家电业务实

现收入513亿元，同比增长19%；小家电业务实

现收入178亿元，同比增长18%。综合毛利率为

25.85%，同比上升2.92个百分点；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率达到8.55%，同比上升2.21个百分点。

另据中怡康数据，公司主要产品市场占

有率持续上升，空调、冰箱、热水器、电饭煲

等销售占比进入行业前2名。

公司预计，与中报的趋势相同，公司前

三季度实现盈利87-96亿元， 同比增长

118%-140%，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同比增长

45%-60%。

加速转型互联网

今年以来， 美的发布了M-Smart智慧

家居战略，并与阿里、京东、华为、高通、东

软、LeTV、 港科大在多个层面开展合作，推

动突破行业现在的单品智能局限，打造开放

的智慧家居应用系统。

美的前期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并开设

天猫美的全品类官方综合旗舰店。 公司介

绍，截至2014年6月底，美的已建成约1400

家定位零售、售后服务、送装服务和会员社

区等功能为一体的旗舰店，以旗舰店为主要

载体的电商O2O融合业务正逐步落实。

当日，美的集团还发布了《股份回购的

长效机制（2014-2016年）》。 根据该文件，

美的集团拟在2014-2016年先行推出两期

股份回购方案， 回购金额上限为2013年、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30%，首期回

购股份资金上限为15.9亿元，回购股份可依

法注销，或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

划的股份来源。

亚太药业上半年净利增长近4倍

亚太药业8月19日发布半年报。公司1-6月实现营业收入

194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04%；营业利润2394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312.06%；利润总额26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6.02%；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253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89.60%。

公司表示， 得益于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普药市场的逐

步恢复，201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

增长。（王小伟）

华泰证券获准新设11家营业部

华泰证券8月19日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江苏证监局《关

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等地设立11家证券营

业部的批复》。

根据批复，江苏证监局核准华泰证券在上海市、深圳市、

安徽省、滁州市、安徽省铜陵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吉林省吉林

市各设立1家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设立5家证券营业

部，共计11家证券营业部。（丁菲）

华尔美特向做市商转让股份

华尔美特 （430593）8月18日晚间发布权益变动公告

称，宏源证券、广州证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协

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100万股和10万股。 公司表示，宏源证

券及广州证券因有意为公司股票做市而取得做市库存股。

公告称，8月14日、15日， 宏源证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股东桂军27.5万股、

余朝晖27.5万股、朱建平27.5万股、王成17.5万股。 2014年8

月15日，广州证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协议转

让方式受让公司股东王成10万股。 受让完成后，宏源证券

持有公司2.6%股份，广州证券持有0.26%股份。

桂军、余朝晖、朱建平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转让前，三人

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0.17%。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占总股本58.03%。

据了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做市

商制度开启在即，沃捷传媒、中磁视讯等多家挂牌企业通

过向机构转让或增发股份， 为即将到来的做市业务做准

备。 （欧阳春香）

“中外市场”冰火两重天

A股公司电商业务夹缝求生

□本报记者 王荣

8月18日，唯品会举行二季度业绩说明

会， 宣布连续七个季度持续盈利。 就在当

天，京东宣布与《时尚芭莎》达成战略合

作，进军服装领域，打“快时尚” 差异化品

牌。分析人士指出，这无疑是在抢唯品会的

地盘。不过，同样是受到来自平台型电商巨

头的倾轧， 相较于海外上市的垂直型电商

企业，A股市场上涉足电商转型的传统制

造与零售公司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

平台型电商继续称霸

8月15日， 京东交出了赴美上市之后

的首份成绩单。 数据显示，京东2014年第

二季度交易总额达到630亿元， 同比增长

107%；净收入为286亿元，同比增长64%。

活跃用户数和订单量增长迅猛， 季度活跃

用户数同比增长94%， 二季度完成订单量

同比增长126%。这也意味着与去年同期相

比， 京东的各项核心数据几乎都实现了翻

倍增长。

京东核心数据增长背后是日用百货品

类和开放平台的增长。 事实上，京东正在撕

掉3C卖场的标签，服装、日百等品类均着力

营造“时尚化” 氛围。8月18日，京东宣布与

《时尚芭莎》战略合作，主打“快时尚” 差

异化品牌。

目前，京东正进行渠道下沉和开放更多

的在线售卖平台和物流平台，以向竞争对手

阿里靠齐。 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于自营平台

的低毛利水平， 开放平台通过流量变现，其

广告、佣金的盈利模式令毛利率更高。

阿里巴巴一直以来的财务表现也支持

上述分析人士的观点。阿里巴巴6月更新后

的财务数据显示， 阿里巴巴集团2014财年

（截至2014年3月31日）总收入525.04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52.1%，利润234.03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170.6%。

分析人士指出， 阿里和京东拥有的资

本、活跃用户数、品类、运营经验，是其他新

进入者难以逾越的， 也给其他电商的发展

设置了障碍。有统计显示，京东目前的自营

电商市场占有率达到54.3%，相比去年上升

了近6个百分点，从而挤压了二线电商的市

场份额。

垂直电商深耕细作

“大型平台电商迅速扩展时，却是垂直

电商领域创业最好的时代。” 一电商从业人

员表达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专业的垂直电

商可以精耕细作，并实现快速增长。

唯品会2014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

报显示，第二季度，公司总净营收同比增长

136.1%至8.294亿美元，超过之前预期的7.8

亿美元至7.9亿美元；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达2640万美元，同比增长192.1%。这已

经是唯品会连续第七个季度持续盈利。

唯品会过去聚焦服装领域，通过特卖、

闪购、尾货，打二三线品牌，攻三四线城市，

目前正向化妆品、亲子、家装等女性用户青

睐的品类扩张。 唯品会的特卖模式使其成

为资本市场追捧的对象， 唯品会的股价自

上市时的6美元已经疯涨到229美元， 涨幅

高达37倍。

垂直电商还有很多成功案例， 如食品

和快销领域的一号店、 生鲜领域的新秀顺

丰优选、 已经上市的化妆品垂直电商聚美

优品以及专打时尚标签的美丽说、 蘑菇街

等。 差异化竞争是垂直电商的出路。“每个

垂直领域的B2C电商都有机会， 但独立发

展的机会有限，只有一两家胜出。 ”独立的

电商行业观察家李成东指出。

“行业控制力也必不可少。 ”业内人士

指出，垂直电商要真正做深做透一个行业，

从品牌定位、品牌想象力、品牌传播，到产

品设计、包装、开发、罐装、交货周期，都需

要具备专业性， 甚至在供应商领域也要有

一定的议价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 垂直电商做得太窄了

也不行，因为这个领域如果太窄，他没有办

法支撑起一个比较独立的平台， 很难满足

顾客的体验。这也就是说，垂直电商在做专

的时候还需要在行业做深。

A股电商夹缝求生

国内主要电商企业多选择在海外上

市， 一些A股上市公司只是涉足电子商务

业务，尽管投资自建电商平台的不少。

据同花顺数据统计，A股共有65家公

司有电子商务概念，截至8月18日，共有21

家电子商务概念公司公布了半年报， 其中

深圳华强业绩表现抢眼， 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75%；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51亿元， 同比增长

369.04%。但其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

结转了石家庄电子专业市场配套物业销售

收入。 其实，深圳华强主导的电子商品交易

中心刚于今年2月25日获得政府批文并完

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该交易中心将以电子

信息产业上下游大宗商品的现货交易为

主，是集合金融服务、仓储服务、质检服务、

物流服务、信息交流等多项服务的场所，目

前并未实质性启动。

A股最为典型的电子商务公司为苏宁

云商，目前该公司正处于转型互联网时期，

其电商业务处于亏损状态。苏宁云商7月30

日晚间发布业绩快报， 公司2014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511.60亿元， 同比下降

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

49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7.34亿元；基本每

股收益-0.10元。苏宁由传统零售渠道商转

型互联网， 其电商平台苏宁易购的市场份

额与京东、阿里相距尚远，在用户体验、品

类丰富、物流等方面也均需提高。

分析人士指出， 涉足电子商务概念的

公司多数是传统制造业， 多数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产品， 或者自建电商平台主要用作

营销。 未来这些传统企业的电商平台的出

路或是嫁接到京东、阿里等电商平台中去。

两公司定增百亿进军文化产业

□本报记者 姚轩杰

8月19日，停牌多日的中技控股、北京旅

游分别发布定增预案，内容均是斥资几十亿

收购影视、游戏类资产，转型文化产业。

生命人寿或借增发上位

北京旅游当日公告称， 拟以8.94元/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3.7亿股，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33.14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北

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份、 收购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100%

股权、 收购拉萨群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全资子公司艾美(北京)影院投

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

流动资金等。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将发生变化，由中国华力控股集团公司变

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技控股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也

显示，公司以不低于6.52元/股的价格，非公开

发行股票不超过13.3亿股， 募资总额不超过

86.7亿元，主要用于收购点点互动控股、点点

互动(北京)、儒意影业三家公司的100%股权。

据介绍， 趣加控股控制的点点互动控

股、点点互动（北京）是国际领先的集研发、

发行及运营为一体的游戏公司，游戏产品面

对 全 球 用 户 ， 已 与 Facebook、Google�

Play、Apple� App� Store、Amazon等国外

各大主流游戏平台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

关系。 而儒意影业是国内新兴的集影视剧策

划、制作及衍生业务于一体的公司，已成功

出品了包括《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老

男孩之猛龙过江》、《小时代3》等深受市场

欢迎的电影作品。

标的业绩承诺均较高

中技控股收购的三家公司作出了业绩

承诺。 趣加控股承诺，点点互动控股经审计

的2014年7-12月、2015年度、2016年度税

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364万美元、6501万

美元、8077万美元；点点互动（北京）经审计

的2014年7-12月、2015年度、2016年度税

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23.2万元、

613.8万元、762.6万元。 儒意影业经审计的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业绩承诺的

税后净利润则是分别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

元、1.3亿元、1.85亿元。

北京旅游收购的三家公司的业绩承诺

同样不低。 世纪伙伴2015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

币1.1亿元、1.3亿元和1.5亿元； 浙江星河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6530万元、8430万

元和1亿元；拉萨群像2015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将不低于人民

币3630万元、4680万元和5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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