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崎琳：武钢酝酿混合所有制改革

□本报记者 向勇

武钢股份董事长邓崎琳在9月18日召开的

公司股东大会上表示，武钢也在探索和酝酿混

合所有制改革，但具体实施还要等国务院国资

委的相关细则出台作为指引。

邓崎琳说， 关于央企推行混合所有制，公

司了解到， 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出台比较

明晰的细则，而且已经找了几家公司做试点，

待心里有底后再全面推开。“我们公司也在探

索，有的方面可能已经在酝酿阶段，准备引入

外资、民企，参与公司合资，共同发展。 但是，

还有些政策性的东西没有明晰，比如说，什么

叫混合所有制？ 什么形式？ 各占比例多少？ 是

引入一家外资、民资，还是可以引入两家、三

家？允许外资和民资控股不？都没有明确的细

则。 国资委说我们可以研究，但要等细则出来

后再做。 ”

持有武钢股份700余万股的投资者孟先生

表示， 就武钢股份的庞大体量和产业结构来

说，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颇具想像空间的。 另

外，武钢数十年生产军工用钢，希望公司方面

能就此做一些市值管理的工作。 对于这些建

议，公司高层表示均可以考虑。

《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和《关

于独立董事变动的议案》两个议案均在会上表

决通过。 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场了解到，公司二

股东吉富创投当日没有参加现场会议，也没有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委托投票。至于公

司尚没有在程序上获得股东大会确认的关联

交易事项，公司有关人员表示，还在与吉富创

投沟通，希望在达成一致意见时再召开股东大

会就此表决。

据了解， 在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吉富创投对公司关联交易案投了反对票，是该

案未获通过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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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接龙“换马甲”

更名行情难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德棉股份9月18日公告拟将股票名称改

为“凯瑞德” ，成为今年以来加入“换马甲”

大军的又一成员。 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今

年以来两市共有153家上市公司股票发生了

更名。 剔除恢复上市和部分业绩发生变化的

ST股股票名称发生变化之外， 两市股票名称

发生变更的公司家数已经接近70只。

整体来看， 今年以来发生更名的公司多

以传统产业为主，资产重组导致主业变更、突

出主营特色、 寄望业务多元化是公司股票更

名的三大主流原因， 也有一些公司试图借更

名“洗心革面”或者借机炒作。

市场人士指出，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压

力成为公司名称变更的核心动力， 但公司主

营业务是否发生实质性改善， 才是投资者是

否参与投资的唯一标准。

更名案例爆棚

2014年以来， 不少全新的股票名称华丽

登场，有投资者用起名“语不惊人死不休” 来

形容部分改名。“洲际油气，我当时看到这个

名字的时候， 直觉是A股什么时候新上市了

一只如此大气磅礴的能源类股票， 如此具有

国际视野和洋味， 我差点看成了 ‘洲际导

弹’ 。 再查阅公司资料一看，原来就是此前的

正和股份。 ”

正和股份本是一家主营房地产开发的海

南公司， 后来通过收购马腾公司等海外油气

资产逐步转型为油气开发类企业。 公司高管

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石油勘探开发业

务将成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公司8月20日

晚间发布公告称， 鉴于公司全称已变更为洲

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经上交所同意，公司证

券简称自2014年8月28日变更为洲际油气，

证券代码则保持不变。

正和股份是业务变更从而导致公司股票

名称跟随变更的典型案例。 有券商人士分析

说，整体来看，目前两市上市公司发生股票变

更的大概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资产重组导致

主业变更，股票名称自然而然也需要变化，比

如正和股份变更为洲际油气； 二是公司主营

业务并未变更， 但公司为了更加突出主营业

务或者是产品品牌而进行更名， 比如苏宁电

器更名为苏宁云商； 三是公司实际主营业务

尚未变更，却“先声夺人” 改头换面，比如鲁

丰股份更名为鲁丰环保。

还有一些公司并没有发生主营业务的重

大变更，但是出于“涤清污点” 和“洗心革

面”的考虑，也加入了更名的行列。比如，顶着

“欺诈上市第一案”多年帽子的绿大地（后来

由于连续亏损而变更为*ST大地）在今年8月

11日正式更名“云投生态” ，颇具涅槃重生的

意味。 公司表示，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为使

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更能体现公司的战略和

发展规划，在品牌塑造、市场拓展等方面发挥

更大的效用， 故决定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进行变更。

值得一提的是， 上市公司中不乏一些惯

于更名的“常客” 。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市以

来，浪莎股份、西部资源、深信泰丰、同力水

泥、正和股份等公司更名次数均在五次以上。

而以董事长“咆哮体” 公告闻名的创兴资源

不仅更名多达6次， 而且几乎囊括了A股各个

阶段的热门行业： 公司上市之初原名厦门大

洋，后在2001年更名创兴科技，2007年后更名

创兴置业，2011年再次改用现在的名字创兴

资源，从科技到房地产再到矿产，步步为营。

更名行情持续

“此前，*ST类个股‘摘帽脱星’之际通常

会上演一轮行情，但今年以来，随着更名公司的

增多， 几乎每一家公司更名前后都会遭遇资金

的‘围攻’ 。 ” 有市场人士指出，上涨成为今年

以来持续上演的“更名行情”的一大关键词。

为了筹划公司转型，德棉股份9月18日公

告拟将公司名称由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也

将变更为凯瑞德。 公司股价开盘冲高涨停，随

后高位震荡。

湘鄂情也因为更名和业务变更带来一波

凌厉拉升。 在尝试了环保、传媒、地产等众多

行业之后， 主营餐饮业务的湘鄂情彻底甩脱

了餐饮的名头，转而触“网” 驾“云” ，于8月

25日正式易名为“中科云网” ，随后公司股价

不断上扬，不仅两月来涨幅翻倍，而且于9月

18日创出历史新高。

银基发展更是“更名行情” 的典型代表。

公司今年1月14日正式更名为烯碳新材，主营

业务也由最初的房地产开发拓展至烯碳新材

料的销售和新技术的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系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尤其是石墨烯概念“黄袍

加身” ，公司成为今年的超级“白马” ，股价从

更名之际的3.1元附近一路高歌， 已经翻了2

倍，成为所有更名公司中涨幅最大的股票。 关

于烯碳新材石墨烯产业的发展布局， 银基烯

碳新材集团联合总裁范定侒日前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公司今后并非只是单纯进行石

墨烯的技术研发， 而是以投资的方式介入石

墨烯产业，做成石墨烯产业的三大平台，包括

投资平台、上市平台和服务平台。

有市场人士指出， 目前两市上市公司更

名的集体特征非常明显———向 “高大上” 的

时髦行业和名称“贴金” 。 比如中航投资更名

为中航资本、鲁丰股份更名为鲁丰环保、星辉

车模更名为互动娱乐、 湘鄂情更名为中科云

网等， 这其中明显的作用之一便是迎合热点

借题炒作， 这也是诱发资金竞逐改名股的重

要原因之一。

警惕“有名无实”

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发现， 诸多处于传

统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公司之所以更名，背

后隐藏着传统产业遭遇发展天花板的事实，

反映出不少传统行业面临着产业转型和升级

的压力。

以湘鄂情为例，由于高端餐饮遭遇“黑天

鹅” ，湘鄂情成为不断探索进入新兴产业的代

表，而股票名称作为“门脸” ，自然也会“随风

而变” 。

除了背后隐现的转型升级的挑战， 多数

传统产业公司因主营业务受限， 股票难以受

到资金关注， 更名则是快速吸引投资者眼球

的“杀手锏” 。

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的更名手续比较简单，

这也是上市公司的权利。 当下，监管层对上市

公司更名尚无明确限制， 只要经上市公司董

事会等法定程序，到工商局变更登记即可。而

到工商局更名成本很低， 但更名后的收益却

可能极高。

宋清辉分析说，上市公司之所以更名，一

是重组成功、大股东易主引发主营变化，该类

更名不足为奇。 但部分公司更名是为了宣传

和迎合市场炒作，对于该类上市公司，投资者

应高度警惕。“后者更名意在炒作和渲染，意

图吸引投资者的眼球，迎合市场的猎奇心理，

并借势拉升二级市场股价， 为公司股东高位

套现提供方便。 投资者应高度警惕上市公司

更名动机，若动机不纯，有可能导致投资者利

益受损。 ”

二级市场也确实出现了 “更名行情” 所

伴生的高位套现风险，包括正和股份、湘鄂情

等公司在内，不少公司更名前后，都出现了重

要股东的减持行为。

正是基于此， 有些公司更名也受到了监

管层的关注。 有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

绍说，“远东电缆” 的改名就有些无厘头，作

为一家主营90%以上都是电缆的公司， 改名

“智慧能源” 的理由和依据不太充分。 因此，

这次更名便引起了交易所的关注， 公司也因

此领到了监管问询函。

“虽然部分个股暂未出现减持迹象， 但是

不排除今后的相关运作正在逐步酝酿之中。 ”

宋清辉表示，关于上市公司更名，目前还没有看

到监管层设置门槛的计划， 估计今后监管层会

起草相关制度，或许会把这块纳入到监管之中。

炬华科技中标国家电网大单

约占去年收入14.31%

炬华科技9月19日公告称， 公司预中标国家电

网2014年第三批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

采购项目， 公司本次预中标共11个包， 总金额约

1.096亿元。

其中，2级单相智能电能表中标金额为4715.83

万元；1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金额为2835.06万元；

0.5S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金额为312.80万元；集

中器、采集器中标金额为2026.16万元；专变采集终

端中标金额为1077.63万元。

公司表示，此次中标金额约占公司2013年度营

业收入的14.31%。 本次中标不一定全部在2014年

实现， 交货时间需根据各地网省公司实际合同要

求确定。 本次中标对公司2014年经营业绩有积极

影响。（傅嘉）

九鼎投资

拟面向在校大学生做风投

九鼎投资（430719）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近日全资设立北京

黑马自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告， 黑马投资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 九鼎投资后续拟对管理团队实施持

股，并在合适时机引入战略投资。

公司表示， 黑马投资将募集并管理针对在校

大学生个人的风险投资基金， 该基金将向符合条

件的在校大学生提供包括学费、 生活费等方面的

资金，并在其就业后一定时期内，按照一定比例分

享其个人收入获得收益。 如未来黑马投资经营良

好实现盈利，则公司的净利润将增加。（郭力方）

珠海港拟2.78亿收购东电茂霖

珠海港9月19日公告称， 公司全资企业珠海经

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27830

万元收购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东电茂霖主要从事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

发电站规划、设计施工、维护运行、风力发电机组设

备改造， 公司现拥有风电装机容量97.96KW。 截至

2014年 7月 31日， 东电茂霖经审计资产总额

63862.47万元， 负债总额36373.21万元， 净资产

27489.26万元。

公司表示，风力发电项目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符

合国家的产业发展规划， 电力集团未来3-5年的发

展方向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收购该项

目符合这一方向。 且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所

属达里发电场和黄岗梁发电场均已并网发电， 收购

完成在股权交割日后即可取得经济效益， 对公司未

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同时

公司也关注到， 蒙东电网弃风限电的频率将可能影

响本项目的投资收益。

这是珠海港旗下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自

去年以来又一笔针对风电的投资，公司去年3月曾出

资7650万元收购浙江科啸风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 共同开发建设浙江玉环大麦屿风电场工

程项目。（傅嘉）

中金黄金总经理被带走调查

中金黄金9月18日晚公告，公司于2014年9月18

日召开董事长办公会议。 鉴于公司总经理王荣湖于

2014年9月17日被检查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目前无

法履行总经理职务， 会议决定由公司董事王晋定暂

时代理总经理职务。 公司现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公开资料显示，王荣湖现年50岁，曾历任辽宁排

山楼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

任公司执行董事， 辽宁二道沟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中国黄金集团辽宁区域公司总经理，辽宁中

金黄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2年11月

27日，中金黄金召开董事会，由时任中金黄金董事长

的孙兆学提名王荣湖担任公司总经理。（郭力方）

农开公司退出5%股东阵列

华英农业股权增减持频繁异动

□本报记者 王小伟

继9月17日晚刚刚公布公司遭康源生物累计

减持5.02%股份之后， 华英农业18日晚间再度发

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河南省农业综

合开发公司先后于2012年12月12日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00万股、2013

年11月7日和2014年9月17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分别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00万股和900万

股。 截至披露日， 农开公司持有华英农业股票

1902万股，占华英农业目前总股本42580万股的

4.47%，不再是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

华英农业在17日晚刚刚披露， 公司近日收

到潢川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通知，康

源生物于2013年2月19日、2013年11月20日、

2014年7月22日、2014年9月12日和16日累计减

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139.82万股，减持比例合

计5.02%。 减持后持有公司总股份的5.3%，康源

生物仍将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在重要股东减持的同时，公司管理层及员工

融资却累计增持1920万股。 华英农业曾在9月17

日午间公告称，截至2014年9月12日收盘，山东

信托-恒泰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先后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920.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1%。 此前于7月23日公司曾披露，华英农业管

理层及部分员工组建成立的郑州华合英农业科

技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华合英），拟通过恒泰

5号增持华英农业股份总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4.7%，不超过公司总股本7.29%。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遭到两大股东的疯狂

减持，但是华英农业股价非常坚挺，且在18日

还创出了2013年以来的股价新高。

CFP图片

*ST成城澄清称

赛伯乐绿科尚无应披露事项

*ST成城9月19日公告，针对近期媒体关于赛伯

乐绿科与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优

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协议安排等相关报道，

9月18日，北京赛伯乐向公司回复称，赛伯乐绿科未

与上述任何一方达成相关协议。 赛伯乐绿科尚无应

披露的重大事项。

9月10日，*ST成城发布公告称， 因债务人到期无

法履行债务， 国联信托以司法扣划形式受让*ST成城

原控股股东深圳中技实业有限公司抵押物*ST成城

2580万股股份，赛伯乐绿科作为国联信托两款信托计

划的现委托人，可能成为*ST成城的第一大股东。

对此，有媒体质疑称，赛伯乐绿科针对*ST成城

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承诺，措辞模糊，背后可能涉及赛

伯乐绿科与中技实业以及有道投资之间的协议安

排，其结果可能是赛伯乐绿科退出*ST成城，而中技

系重新执掌公司。（郭力方）

黑牛食品拟募资投大豆饮品

黑牛食品发布定增预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4000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13.51元/股，募集资

金不超过49998万元， 拟全部用于大豆多肽饮品项

目、营销网络及品牌建设。公司董事长林秀浩、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吴迪年承诺认购比例分别为10%和5%。

黑牛食品表示，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资本

实力、品牌及销售渠道得到进一步加强，有利于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王小伟）

江苏环亚作价20.5亿元借壳

国投中鲁变身医疗服务提供商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自5月底开始停牌的国投中鲁9月19日发

布《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江苏环亚

100%股权， 进而从饮料生产企业变身为医疗

服务提供商，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将由国务院国

资委变更为张惊涛等自然人。 公司股票9月19

日复牌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三部分：重大

资产出售方面，国投中鲁拟向国投协力发展出

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国投协力发展以现金作为

支付对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面，国投中鲁

拟向江苏环亚全体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其持有的江苏环亚100%股权， 拟购入

资产预估值为20.5亿元，增值14.8亿元；股份转

让方面， 国投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国投中鲁

11635万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国投

协力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张惊涛、徐放合计持有

公司33.03%的股份比例，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国投协力发展持有公司1.1亿

股，持股比例为20.56%；而国投公司则不再持

有公司股份。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和

负债；同时通过购买江苏环亚100%股权，上市

公司将战略转型为医疗专业服务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主要提供医疗专业工程、医疗信息

化专业一体化服务等。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旨

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提高上市公司未

来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交易完成后，江

苏环亚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平台，为企业后续发

展提供更为强劲的推动力，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可以看作是国投公司作为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之一的有益尝试。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充分利用国投公司下属国投协

力发展并购基金的资金优势及资本运作优势，

受让国投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和拟出售资

产，同时，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他市场经济

主体，不仅符合国有资产改革的方向，而且是

国投公司优化产业布局的需要。

根据公告， 江苏环亚是一家以医疗专业工

程、医疗信息化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为主的医疗

专业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提供各类医

疗净化单元（手术部、ICU等）、医用气体工程、

医用物流系统、 医疗信息化与智能化等咨询设

计、建设实施、运行维护等一体化服务；同时从事

公共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司业务遍布

全国各地，已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先者之一。

国投中鲁此前的主营业务为果汁加工生

产，主导产品有浓缩苹果汁等品种，产品主要用

于对外出口。 近年来，果汁市场需求疲软，浓缩

果汁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下降， 公司产品

毛利率下降，销售收入减少，公司经营业绩持续

下滑，2013年度及2014年1-5月份出现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