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州泰岳将进入LBS领域

神州泰岳9月15日晚公告称，将

设立新的合资公司进入到LBS （基

于位置服务）领域。

根据公告， 神州泰岳计划与漫

游兄弟共同出资1500万元投资设立

新公司，其中，神州泰岳出资765万

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51%；漫游

兄弟出资735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

本的49%。 新公司业务定位于为跨

国商务和旅游人士提供随身上网服

务， 开展包括随身上网设备的研制

租售、随身上网通道的构建运营、基

于地理位置的服务资讯信息提供等

业务。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

自有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漫游兄弟是神州

泰岳的关联方，系公司管理团队投资

设立的投资平台。

目前神州泰岳仍因为重大资产重

组处于停牌之中， 公司同日发布公告

表示，该事项仍在推进之中，股票继续

停牌。（傅嘉）

浙能电力上网电价下调

浙能电力9月15日晚公告， 根据

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

价矛盾的通知，浙江省物价局近日印

发通知，统调燃煤电厂上网电价每千

瓦时降低1.1分钱（含税），已于9月1

日起执行。

调整后，浙江省统调燃煤发电机

组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458元

（含环保电价）；未安装脱硫、脱硝、

除尘设施的机组，相应扣减上网电价

每千瓦时1.5分钱、1分钱和0.2分钱。

关停小火电机组发电量指标转让价

格每千瓦时降低1.1分钱。

浙能电力称， 此次上网电价

调整后， 按照公司控股燃煤发电

企业 9-12月份预计上网电量加

权平均计算， 预计公司控股燃煤

发电企业平均上网电价将降低8.16

元/千千瓦时 （不含税， 含环保电

价）。 （欧阳春香）

■“新三板” 动态

北玻股份拟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北玻股份发布公告，公司与海通

吉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

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基金，为公司产业

整合和并购服务。海通吉禾是海通证

券旗下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北

玻股份作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拟出资4000万元， 海通吉禾作为产

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

拟出资1000万元。

公告显示，产业基金的目标规模

为5亿元，经营期限为3年，经合伙人

大会90%以上表决通过，经营期可延

长，每次延长一年，最多可延长两次。

产业基金的其余出资，由海通吉禾为

主负责对外募集，并根据项目实际投

资进度分期到位。

北玻股份表示， 这是玻璃设备

行业成立的首只产业基金， 通过强

强联合吸引社会金融资本进入玻璃

装备行业， 推动玻璃装备行业进一

步发展。 公司预计，该项目将加速改

变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通过市场

化竞争提升行业集中度， 提升玻璃

装备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在产业链中

的影响力。 该项目有助于及时把握

玻璃装备行业的并购机会， 为公司

未来外延式扩张储备优质项目资

源。 （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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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荣医疗拟收购锦洲医械66%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尚荣医疗9月15日晚公告称，公

司于9月11日与陈学东、顾兴荣、徐永

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 公司用现金

1.014亿元收购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

造有限公司66.21%股权。 公司股票9

月16日复牌。

公告显示， 锦洲医械主营业务为骨

科器械制造等， 主要产品为脊柱内固定

器系列、加压鹅头钉系列、髓内钉、髓内

针系列、金属异形接骨板系列和常用板、

钉针系列等骨接合植入物以及配套的专

用手术器械等。

锦洲医械持有吉美瑞医疗90%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承诺，吉美瑞医疗2014年实

现的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不低于1300万

元，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实现的

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不低于1560万元、

1872万元、2246.40万元。

尚荣医疗表示，本次交易是公司切

入高端植入器械的举措之一，有助于帮

助公司搭建医疗器械产销平台，延伸业

务产业链。

“合惠恋”牵手获证监会核准

合肥三洋公告，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23363.90万股新股获证监会

核准。

合肥三洋发布的《收购报告书》

显示，基于对中国白色家电市场发展

的良好预期，惠而浦中国希望通过协

议转让和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

式， 以33.82亿元收购合肥三洋51%

股份，交易完成后，惠而浦中国将成

为合肥三洋控股股东，公司名称拟变

更为“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 。 鉴于惠而浦中国因认购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新股导致其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超过30%，因此向证监会提

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

并获得了核准。

随着“合惠恋”的尘埃落定，意味

着三洋系将正式退出合肥三洋。 对于

惠而浦与合肥三洋现有品牌之间如何

整合， 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目前惠而浦和三洋两个品牌分渠

道管理和销售。惠而浦的加入，对自己

品牌的支持力度会更大， 三洋品牌的

投入相对会有所减少。（余安然）

定增 股权激励“新玩法”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今年6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以来，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员工持股

计划，其中上市公司定增式股权激励成

为今年的新趋势。高管和公司员工掏出

真金白银，对上市公司自身的发展意义

重大， 也使股票得到了二级市场的追

捧。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从今年7

月份以来，共有苏交科、金风科技、特锐

德、银轮股份等8家公司借道定增推出

了员工持股计划。定增对象或为公司高

管和部分员工，或者通过公司高管和员

工购买资管产品的形式参与。

借定增推员工持股计划

金风科技的定增方案像是为员工

量身定制。金风科技9月3日推出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示，公司计划向王海

波等自然人及海通金风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和海通金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等认购对象发行4095.30万股， 发行

价为8.8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3.64亿

元，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海通金风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及海通金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

公司部分高管及具备出资能力的员工

实际出资设立，其他定增对象也为公司

高管。金风科技的定增方案实际上就是

借券商资管平台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分析人士表示，在上市公司再融资

过程中，高管和员工此前一直都是“配

角” ，而金风科技此次的定增计划全部

由高管和员工认购，开启了借道定增推

员工持股计划的新模式。与一般的员工

持股计划相比，这种定增式方案锁定了

员工持股成本和限售期，操作起来更简

便，同时上市公司也拿到了现金。 未来

这种方案可能被其他更多公司采用。

嵌入定增计划变相激励

除了苏交科和金风科技定增计划

全部由高管和员工认购的模式外，近期

也有不少公司将员工持股计划嵌套进

整个定增方案中。

银轮股份9月1日公布定增方案，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3300万股， 募资总

额3.39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发行对

象为正奇投资、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

号资产管理计划、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6号资产管理计划、上汽投资和扬州尚

颀。 其中，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号资产

管理计划拟由银轮股份部分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出资设立，拟认购345

万股公司股票；另一认购对象万家基金

-恒赢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拟由银轮

股份部分骨干员工以自筹资金出资设

立，拟认购355万份公司股票。 这一方

案在引入上汽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的

同时， 变相激励了公司的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

特锐德7月23日首试通过定向增发小

额快速融资的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公

司将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面向公司高管

及工作满一年的员工发行不超过400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今年6

月初，方正科技在发行股份收购大股东资

产之际，也嵌套了一份员工持股计划。 此

外，张江高科、广发证券曾经以信托形式

推出类似的员工持股计划。

业内人士认为， 监管层力挺员工

持股计划， 将引发上市公司推行员工

持股计划的新一轮热潮， 而借定增推

员工持股计划以及其他的创新手段或

层出不穷。

大股东“曲线” 增持 管理层“借道” 激励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花样迭出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随着A股市场转暖，两市上市公司

停牌酝酿和复牌发布非公开发行方案

的案例频繁出炉。 与以往不同的是，越

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利用股票定向增

发补充流动资金的同时，同步实现了大

股东增持和员工股权激励的目的。定向

增发花样不停翻新，并成为部分公司相

关资本运作的“百宝箱” 。

大股东成定增主角

根据苏交科9月15日公布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拟以8.13元/股的价

格，向董事长符冠华、董事兼总经理王

军华和苏交科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等对

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600万股，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37398万元， 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 符冠华和联席股

东王军华一道， 为苏交科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本次增发方案中，符冠华

认购不低于1460万股， 王军华认购不

低于1100万股， 认购定增股票数量超

过五成。

与以往非公开发行主要面向机构

投资者不同，今年以来面向大股东或者

大股东关联方实施定增的上市公司明

显增多。 Wind统计数据显示，在本年

度600余家上市公司公布的定向增发

预案中，有近260家是安排大股东或者

是大股东关联方参与定增， 占比超过

40%。 其中，福星晓程、晋亿实业、久其

软件等不少公司的定增对象全部为大

股东。

大股东之所以愿意斥资全额包揽全

部定增股份， 与其看好公司定增后的投

资项目密切相关。比如，久其软件在《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披露，公

司收购亿起联科技以实现持续深化布

局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战略，进而提升公

司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 在实施本次

重组的同时，久其软件控股股东久其科

技看好亿起联科技发展，为更好地完成

本次重组并实现上市公司发展战略，久

其科技拟全额认购本次重组配套融资。

有投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

析说， 无论是公司实体还是自然人，控

股股东认购全部定增股份，较大程度上

说明他们对公司前景看好。而随着公司

股价的上涨， 尤其是业绩步入释放季

后，大股东的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借道实施股权激励

除了大股东积极参与定增之外，不

少上市公司的定增对象还“照顾”了主

力员工，从而使一种另类的股权激励模

式不断上演。

今年较早开始推出“定增式”股权

激励的案例多为国有企业。 今年上半

年，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推进的背景

下，不少地方国资委旗下上市公司开始

采用这种变相的股权激励模式，既可以

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又可以绕开国企

股权激励在业绩考核、 授予人员对象、

行权时间等多方面的诸多限制，达到激

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目的。

以长春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旗下上市公司亚泰集团为例，公司5

月发布公告， 拟以3.47元/股非公开发行

7.05亿股，募资不超过24.47亿元，用于还

贷和补充流动资金， 参与定增的主要认

购方之一为金塔投资。 金塔投资主要股

东为亚泰集团高管及核心骨干等人员，

参与定增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近来“定增式”股权激励开始在民营

企业的非公开发行中蔓延。以本次苏交科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为例，除了董事长和

总经理参与认购之外， 公司第1期员工持

股计划也将认购不超过2040万股。

关于此种定增式股权激励的作用，

公司方面表示，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公司

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为公

司的外延式扩张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

有利于完善核心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

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提高员工的凝

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和

员工利益的一致，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后续并购引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筹划并购重组

不同，近来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案例日益频

繁。 业内人士透露说，实际上，除了补充流

动资金之外， 上市公司定增背后通常可

能会有动作较大的兼并收购发生。

该人士介绍说，“上市公司发布定

向增发预案补充流动资金，通常会为日

后收购埋下伏笔。正是由于并购重组预

期的存在，近来相关公司虽然没有明确

并购方案，但是市场同样追捧。 ”

以康盛股份为例， 公司7月初发布

公告， 将向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拓洋投资有限公司、义乌富鹏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1.5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9.975亿元， 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公

司在方案中直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金实力将大幅

增强，有利于公司加大对公司相关行业

的投资和整合力度，使公司能够更好地

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展实现更好更

快的发展。

“这样做显然有利于参与定增的

大股东或者公司高管。 ” 有投行人士透

露，上市公司先向大股东或者公司管理

层定增补充流动资金或者收购小项目

后，通常会推高二级市场股价；当时机

成熟时，再通过大规模并购进行资产置

换与重组，上市公司所付出的对价就会

变得相对较低。

盈安合伙增持万科5701万股

万科9月15日晚公告称， 公司接

到相关告知函，代表公司事业合伙人

的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 （有限合

伙），于8月28日至9月15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入公

司A股股份5701.1386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52%。 截至9月15日，盈安合

伙通过证券公司的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共持有公司A股股份31467.946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6%。

盈安合伙本次购买股票的平均

价格为9.36元/股，共使用约5.33亿元

资金。 其中一部分资金来自事业合

伙人集体委托管理的经济利润奖金

集体奖金账户，剩余为引入融资杠杆

而融得的资金。 盈安合伙表示，将继

续增持公司A股股票。

算上本次增持，盈安合伙已八次

增持万科股票， 耗资总额超过27亿

元。（傅嘉）

拓展北斗导航应用 合众思壮逾3亿收购两公司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合众思壮公布资产收购预案， 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长春天

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招通致晟科

技有限公司各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用于此次交易的现金支付。 公司股票

于9月16日开市起复牌。

长春天成100%股权及北京招通致

晟100%股权预估值分别约为1.57亿元和

1.6亿元， 由合众思壮发行总计不超过

729.5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26.16元/股，

并支付总计不超过12616.16万元购买。

合众思壮此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566.67万元， 剩余现金对价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进行支付。 募

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为23.55元/股，发

行股份数量不超过448.69万股。

公告显示， 长春天成主营业务为政

务、公安领域的软件研发及系统集成，北

京招通致晟则专注于空中交通管理、机

场以及数字化场站的指挥调度系统、无

线宽带专网移动终端与业务系统、 关键

业务物联网技术与应用领域的技术与产

品研发。 长春天成预估值较其净资产增

值率达466.99%； 北京招通致晟预估值

较其净资产增值率为336.27%。

景弘环保拟引进英国垃圾发电技术

景弘环保 （430283）9月15日

晚间公告， 公司在9月12日第六次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会议现场，与英

国SHREWS� CO.LTD签署了高级

热解气化垃圾发电技术引进中国

市场的合作协议。

据介绍，该项目是通过一种国

际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来处理固

体废弃物，能高度有效弥补目前国

内广泛使用的垃圾发电技术带来

严重二次污染的不足， 技术先进，

应用范围广泛。

景弘环保表示， 该合作协议

的签署将对公司今后的经营工

作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

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等不产生影

响。 （欧阳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