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利信8.42亿元布局智慧城市

□本报记者 姚轩杰

飞利信9月25日公布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 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东

蓝数码和天云科技各100%股

权， 交易总金额为8.4亿元，并

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募集配

套资金。公司股票将于9月25日

复牌。

根据方案，东蓝数码100%

股权作价 6亿元， 天云科技

100%股权作价2.4亿元， 公司

均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70%

对价，发行价格为26.24元/股，

并以现金方式支付30%对价。

同时，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杨振华、曹忻军、陈洪

顺、王守言)及光大永明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8亿元，发行价格同样为26.24

元/股。

东蓝数码是专业提供城市

信息化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主要业务为行业应用软件开

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相关

服务，主要客户为政府机构和大

型国企等。天云科技主营业务是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机房动力

环境系统服务以及机房动力环

境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客户面向

通讯行业、金融行业、电子及IT

行业、政府部门及军工行业等。

交易对方承诺，2014年至

2016年， 东蓝数码净利润将分

别不低于4000万元、5050万元

和5950万元， 天云科技对应净

利润则分别不低于2000万元、

2400万元和2880万元。

飞利信表示， 通过本次重

组，公司能够在智慧城市领域扩

展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智慧

城市信息服务平台和数据中心

维护的系统的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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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大数据战略

新浪财经搭建财经数据开放平台

□本报记者 张玉洁

9月24日，新浪财经在北京举行大数据战略

发布会暨新浪财经大数据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新浪财经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浪财经大数据战

略，将以新浪财经累计的用户、资讯和行为数据

为驱动，通过重点产品不断沉淀新数据，再将数

据用于金融产品创新，形成数据生态，目标是建

成开放共享的财经领域互联网数据平台。

这也是业内首个财经大数据战略的公开发

布。 在此之前，9月12日，新浪财经、南方基金和

深证信息联合编制的 “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

指数”（i100、i300）在深交所挂牌。

新浪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新浪的信

息系统支撑， 新浪财经累积了资本市场代表性

很强的用户及用户行为大数据，在此基础上，新

浪财经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 目前已在指数编

制、策略发现、市场营销等领域开始尝试。

新浪网副总编辑邓庆旭透露， 目前新浪财

经活跃用户达到千万量级， 拥有上千万的自选

股有效用户，日均3万多条资讯、40多万条互动

信息、过百万条财经类微博博文，在数据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依托这些优势，新浪财经将联手数

据战略合作伙伴， 搭建一个能创造数据新价值

的开放平台。这一平台将改变新浪财经，使其转

型为数据提供商。 新的数据生态将包括新浪财

经、数据供应者、数据加工者、应用开发者、金融

机构以及用户等更丰富的角色。

据了解， 今年以来新浪财经已经相继推出

财经数据平台、模拟交易、理财师等重量级产品

服务。

在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中，引入“市场

情绪”是其中一个亮点。 南方基金产品开发部副

总监鲁力表示，“市场情绪”作为一个可量化的因

子，就是从新浪财经大数据中提炼出来的。挂牌以

来，i100、i300累计涨幅领先于沪深300指数。 鲁

力透露， 与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挂钩的基

金产品，目前已经向主管部门提出了申请。

360开始发力企业网络安全市场

□本报记者 王荣

2014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9月24

日-25日在北京召开。 奇虎360董事长周

鸿祎指出，5-10年， 中国将进入 IOT

（internet� of� things）时代，其概念是

建立在云端数据之上。 随着互联网的边

界消失，网络安全重要性凸显，原来侧重

于个人用户端的360开始在企业安全市

场发力。

进军企业安全市场

24日下午，360发布了加固保、 加密

邮件、免费WIFI等五款新品。 梳理发现，

这些新品主要针对的是企业安全市场。

去年9月， 公司已公布了360天擎、360天

眼、360天机三款企业级产品， 分别针对

终端安全管理、 未知威胁发现和移动终

端安全管理。

相对个人安全市场， 企业安全市场

更为广阔。 目前中国个人安全市场不过

20亿元， 但是2015年企业级安全市场将

超过200亿元。

360公司CEO齐向东介绍，移动互联

网时代，一个终端横跨各个领域，互联网

边界消失，像洪水一样内外网打通，这促

使360开始向企业互联网拓展。 微软去年

停止对XP的更新服务，360推出XP盾甲，

主要应用于政府和大型企业， 公司由此

进入企业市场。

“企业安全市场不适合免费。 ” 齐

向东指出，不同于个人用户市场的免费，

企业市场需要通过服务收费。 不过，齐向

东也指出， 虽然企业市场是公司未来发

力的主要市场，但是对其发展规模，公司

并没有做具体设定。 目前，奇虎360在企

业市场主要是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解

决一些急迫的问题， 把零散的点攒成一

个体系。

周鸿祎介绍， 企业安全市场还需要

培育， 传统企业市场更希望购买设备而

非服务。 他说，360会成为企业安全市场

的鲇鱼， 就像在个人安全市场曾经做过

的事情一样。

与传统安全产品逻辑不同，360安全

产品是基于大数据，通过云计算的方式进

行防御。而现有的安全厂商都倾向于由一

家公司拿出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自己做

防火墙、IPS、VPN，试图包含一切。

“企业安全的服务不是360一家能做

的。” 齐向东介绍，在企业安全服务市场，

公司主要是跟一些传统的企业安全公司

合作。 但齐向东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合作

名单以及合作项目。

据了解，360企业安全产品已经在工

信部、水利部、商务部、国税总局、天津工

商总局、云南检察厅、新华社、中石油、南

方航空、中国神华、中国电力建设、广发

证券、 葛洲坝等一百多万家政府及企事

业单位部署。

相关政策亟待完善

自去年棱镜门事件之后， 网络安全

被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 政策被视为

推动这一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此次大会

上也表示，在网络安全领域，一度存在管

理体制分散、管理力度不够的问题。 在网

络立法上，也存在滞后现象。 目前缺乏与

网络相关的法律，只有一些规章制度，无

法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需要。

有分析人士认为，网络安全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政策的驱动。 以8月份中央政府

采购网发布的采购信息为例， 赛门铁克、

卡巴斯基等国外安全软件被排除在2014

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商名

单之外， 同时政府采购部门已经批准了

360、启明星辰、冠群金辰、北京江民和瑞

星5个反病毒软件品牌，均为中国品牌。

但周鸿祎认为， 企业安全市场的发

展不需要政策扶持， 但需要政策更为开

放。 他指出，随着互联网发展，原有的企

业安全标准可能并不适用， 真正的互联

网安全产品需要攻防两方面的检验。

腾讯入股四维图新首个产品落地

□本报记者 陈光

9

月

24

日，四维图新与腾讯公司在

北京联合召开车联网产品发布会，双

方共同推出了车载互联网整体解决方

案———趣驾

WeDrive

。

这是今年

5

月腾讯入股四维图新之

后双方共同开拓车联网领域合作上的首

个产品落地， 也是业内首个具备全方位

优质互联网服务和

PC

、

PAD

、手机、车机

等跨屏同步能力的整体车载解决方案。

据介绍，趣驾

WeDrive

首次将腾讯

的互联网产品实现在车机上，整合了腾

讯车载

QQ

、

QQ

音乐、腾讯新闻、大众点

评、自选股、腾讯看比赛和四维图新趣

驾导航、 趣驾

T

服务等双方优质资源，

使车主可以在驾车过程中享受到多端

同步的车载互联网产品体验。

趣驾

WeDrive

首次提供微信联车公

众账号

WeCar

， 车主在关注账号之后即

可实现车况查询（里程、油耗、胎压等）、

远程控制（开关车门、开关车灯、打开空

调等）、

send to car

（远程发送

POI

位置信

息到车，车辆自动导航）等功能。 趣驾

WeDrive

考虑到驾车场景的安全性第一

原则，全程支持语音唤醒、语音识别、声

纹识别及语音控制等。

四维图新还可以根据车厂不同的

定制化需求打造专有的

WeDrive

解决

方案，目前已有车厂客户提出了相关需

求。 下一步，四维图新和腾讯则计划把

趣驾

WeDrive

打造成能为各大车厂提

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核心平台。

西部牧业拟配股募资2.53亿元

□本报记者 姚轩杰

西部牧业9月25日发布配

股方案，按每10股配售不超过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若以

公司2014年9月23日的总股本

16380万股计算，则可配售数量

共计不超过4914万股。 公司控

股股东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形

式按持股比例全额认购其可获

配售股份。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1.03亿元投入

“年产15万吨精饲料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1.5亿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其余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西部牧业表示，本次配股的

目的是进一步推进公司主营业

务的发展， 把握我国乳制品、畜

牧业良好的发展机遇，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 分析认为，募集资金通常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但是折价

发行往往给股价带来压力。

仟源医药拟定增募资3.87亿元

□本报记者 姚轩杰

仟源医药9月25日发布非公开发行预案，

公司拟以18.61元/股的价格，发行数量不超过

208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87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翁占

国、赵群、张振标、钟海荣和泓泰投资，共

计五名特定投资者。 翁占国认购350万股，

赵群认购400万股， 张振标认购300万股，

钟海荣认购300万股，泓泰投资认购730万

股。 翁占国、赵群、张振标为公司共同实际

控制人，翁占国为公司董事长，赵群为公

司副董事长、总裁，张振标为公司董事、副

总裁；钟海荣为公司子公司保灵集团总经

理兼保灵集团子公司澳医保灵董事长；泓

泰投资为翁占国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由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及子公司11名管

理层人员设立，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翁占

国、赵群、张振标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表示，基于医药行业广阔的市场需

求和发展前景，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公司

增强资金实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

来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资金支持。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翁占国持股

11.51%， 赵群持股7.67%， 张振标持股

5.76%，三人合计持股24.94%。根据上述三

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三人为公司

共同实际控制人。 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比例可提升至33.10%。

停止筹划B转H

鄂尔多斯酝酿重大资产重组

□本报记者 刘兴龙

鄂尔多斯9月25日公告称，

经公司慎重论证，目前推进B转

H事项的条件还不成熟，公司决

定停止筹划B转H事项。 同时，

经论证，公司开始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待取得进一步进展后

公司将进行更详细的披露。 经

公司申请，鄂尔多斯股票自9月

25日起继续停牌。

随着沪港通的逐步推进，将

来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来

实现国际化布局，B股将越发被

边缘化，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许

多B股公司都有转板的需求。

不过，转板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深市已经有几家公司完

成了B转H计划， 万科和丽珠集

团此前相继提出“B转H” 方案，

以介绍上市方式实现在港交所

挂牌。 丽珠B今年初完成H股挂

牌，而万科“B转H” 也已经进入

最后阶段。相比于深市转板直接

按照港币来结算， 沪市B转H程

序面临的障碍更多。

“加码” 加工食品业务

大成食品推出实名溯源系统

□本报记者 王锦

“大成食品未来将会继续加

大加工食品板块的拓展力度，将

会通过对商超、餐饮、农贸市场、

电商等渠道的进一步布局和完

善，提高终端食品品牌的影响力，

并逐步提升其在公司业务中的比

重。 ”大成食品（3999.HK）董事

会主席韩家寰9月24日称。

大成食品是中国领先的鸡肉

产品供货商，也是国内肯德基、德

克士等快餐连锁店的最大鸡肉供

货商之一，其业务领域涵盖饲料、

肉鸡全产业链以及食品加工等，

公司2009年推出“姐妹厨房”鸡

肉食品品牌，进军终端市场。

根据大成食品半年报，今年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5.58亿

元，同比增长2.37%。 在其收入

构成中，肉品占比为46.85%，禽

畜饲料占比为40%，加工食品占

比为13.11%。

大成食品副总裁李景辉表

示，国内畜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

期，深加工行业尽管挑战大、技术

含量高，但毛利率高、发展前景良

好，这也促使大成从农产品领域逐

渐进入食品领域，大成的愿景是成

为中国最杰出的食品公司。

为推动加工食品板块的发

展， 大成食品当日还率先发布

“食品安全实名溯源系统” ，并

推出电商平台， 这是国内首个

“实名溯源” 食品类电子商务平

台，目前除了大成食品旗下自有

产品之外，还纳入了食品产业链

领域内的其他品牌的鲜肉、海产

等产品。

韩家寰表示，公司对于电商

业务非常重视，未来除了丰富自

有产品之外，也将把电商打造为

一个平台，将会纳入更多符合条

件的第三方合作伙伴。

此外，针对此前发生的上海

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黑心肉” 事

件，李景辉表示，事件发生后，短

期之内行业整体都受到了影响，

消费出现下滑，包括国内鸡肉对

日本的出口也受到一定影响。不

过，因影响期限不长，加上大成

食品在中国大陆不同渠道都有

供应，事件对公司业绩没有任何

影响。

彩粉业务向好

鼎龙股份预计前三季业绩倍增

□本报记者 姚轩杰

鼎龙股份9月25日发布三季

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今年前三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486.46万元-9900.8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110%。

2013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盈利

4714.7万元。

公司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

公司彩色聚合碳粉业务取得明

显增长。 同时，子公司珠海名图

科技有限公司贡献利润增长。预

计前三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约为

320万元，主要系政府补助款所

致。非经常性损益对本期净利润

的影响较小。

9月12日， 鼎龙股份载体

项目投产暨彩粉新品发布会

在武汉举行。 公司董事长朱双

全介绍，项目的投产，将使公

司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具备载

体芯材制备、包覆技术及生产

能力的碳粉生产厂商，而公司

复印粉与载体的 “双剑合

璧” ， 也将意味着公司在产品

上已经获得了未来彩粉市场

的优势地位，为其今后打开广

阔的彩粉原装市场奠定基础，

有利于业绩增长。

上海莱士拟47.5亿元并购同路生物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因重大事项停牌三个多月之后，上海

莱士9月25日发布资产收购公告， 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花47.5亿元收

购同路生物89.77%股权，同时拟通过非公

开发行募集不超过6.6亿元项目配套资金。

公司股票将于9月25日复牌。

大股东“搭桥”完成收购

根据方案， 同路生物100%股权评估

值为53.01亿元， 较账面净资产6.86亿元，

增值率为672.35%，交易价格为53亿元。其

中， 同路生物89.77%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7.58亿元。

此次收购是由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相关

主体先行收购后又出售给上海莱士。公告显

示，上海莱士经与同路生物原股东初步沟通

后， 同路生物原股东要求快速获得现金对

价，上市公司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收购所需

的足够现金，而债权融资方式则需承担高额

的财务费用。为促成交易，上海莱士、张振湖

（同路生物原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莱士中

国决定第一步由大股东或其控制的相关主

体先收购同路生物部分股权，前述股权转让

完成后，第二步上市公司即以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方式购买大股东或其控制的相关主

体先期购买的同路生物股权。

第一步收购后， 同路生物股权结构转

为：科瑞金鼎、深圳莱士各持股39.61%，自然

人谢燕玲持股10.55%， 自然人黄瑞杰持股

10.23%。 其中，科瑞金鼎的普通合伙人为公

司控股股东之一科瑞天诚，深圳莱士是上海

莱士另一控股股东莱士中国的全资子公司。

随后上市公司拟发行数量为14.36亿

股，发行价格为33.13元/股（均为除权后

数据）购买同路生物股份。科瑞金鼎、深圳

莱士、 谢燕玲分别以其持有的同路生物

39.61%、39.61%和10.55%的股权认购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6.6亿元， 发行价格不低于

29.81元/股（除权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莱士大股东科

瑞天诚直接持有和通过科瑞金鼎间接控

制的上市公司持股比例合计为36.09%，另

一大股东莱士中国直接和通过深圳莱士

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34.86%。科瑞天诚和

莱士中国持仍将维持股比例接近的状况，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

公司际控制人仍为郑跃文和黄凯。

外延式并购做强血液产业

资料显示，同路生物是一家浆站数量

排名全国前五的非上市公司，与上海莱士

同属于血液制品行业。 其目前可生产的产

品包括人血白蛋白、冻干静注人免疫球蛋

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人免疫

球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

蛋白、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

Ⅷ等。 目前同路生物拥有7个品种、共32个

规格的产品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下属14

家浆站（含3家筹建）。 截至2014年6月30

日，同路生物总资产为8.39亿元，净资产为

6.56亿元， 其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4.09亿

元，净利润为1.79亿元。

上海莱士表示，由于认可同路生物在

血液制品行业的优质商业价值，为了继续

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股东创造

更多价值，上市公司拟继续外延式扩张收

购同路生物。 收购完成后，同路生物将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产品品种将增至

11种，浆站数目增至28家（含4家筹建），

公司采浆规模和产品种类都将居于国内

首位，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国内血液制品龙

头的地位。

根据评估报告，同路生物2014年度至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预测净利

润（合并）分别为2.82亿元、3.68亿元、4.80

亿元和5.9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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