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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起重收购华新机电优化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 李清理

停牌近两个月后， 天桥起重9月26日

公布重组方案，公司拟以57200.41万元的

价格收购华新机电100%股权。 其中，天桥

起重将以6.33元/股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

7418.28万股，支付交易价格的82.09%，另

外17.91%按现金10242.71万元支付。 完成

重组后，公司控股权并未发生改变。

大股东积极参与定增

公司拟向株洲国投、成固平、邓乐安、范

洪泉、 徐学明、 刘建胜发行股份3001.58万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9000万元，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部分，剩余资金用于收购完成后对华新机

电增资。 成固平、邓乐安、范洪泉分别为天桥

起重的董事长、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兼董秘。

株洲国投拟认购2501.58万股。 本次交

易前，株洲国资委通过株洲国投及株洲产业

与金融研究所合计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22.36%股份。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株洲国投，

实际控制人为株洲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

后，株洲国资委通过株洲国投与株洲产业与

金融研究所合计间接持有公司22.75%股份。

公告显示，华新机电是国内领先的物料

搬运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集工程

系统设计和核心高端装备研发、设计、制造

于一体，为客户供应“定制化”的物料搬运

设备，并提供安装、调试、维修和改造一条龙

服务。华新机电提供的物料搬运设备主要包

括港口装卸设备、电力搬运装备及其他起重

机械，广泛应用于电力、港口、冶金、重工等

行业。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发展，华新机电积

累了大量的成功项目经验和良好的历史业

绩，在电力、港口、冶金、重工等下游行业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在行业内树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口碑。

今年上半年华新机电净利润达2603

万元， 自2008年来公司利润长期维持在

5000万元以上。 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

基准日， 华新机电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57200.41万元，较其净资产28865.16万元

增值28335.25万元，增值率98.16%。 该公

司管理层在此次并购中承诺2014年度、

2015年度和2016年度华新机电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5980万元、6500万元和6760

万元。

将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

天桥起重负责人表示，随着机械制造

行业整体景气度下滑，冶金行业的周期波

动和长期放缓，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

的影响。 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拓展新的

业务领域， 成为公司未来应对市场竞争、

谋求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抵御下游行业的周期性波动，走出产

品较为单一、客户相对集中的困局，天桥起

重制定了“稳健开展兼并重组，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 的发展规划，坚持以产业战略为核

心，产业投资为指导，把握资本市场发展和

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市场机会，充分利用

资本市场融资平台优势， 开展产业并购重

组，完善投资管理和子公司并购整合，逐步

向同心多元化、投资集团化企业转型发展。

天桥起重负责人称，此次收购是看好这个

公司未来的发展。 据介绍，天桥起重与华新机

电在很多方面都能形成互补，华新机电的研发

能力和地处长三角的地域优势，将能给上市公

司业务拓展带来巨大帮助，有利于公司降低大

型设备的运输成本， 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优

势，并扩大其产品和服务的辐射范围。

汉钟精机拟定增募集8.5亿元夯实主业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汉钟精机9月26日公告，公司拟以不低

于16.92元/股的价格， 非公开发行合计不

超过5100万股， 募资总额不超8.5亿元，拟

用于压缩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投资项

目、新建兴塔厂项目、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浙江汉声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

目。 公司股票9月26日复牌。

扩大螺杆式压缩机产能

根据方案， 压缩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3.5亿元， 项目建成

后将生产螺杆式压缩机的关键零部件转子、

壳体，项目投产后第3年达产，产能完全释放，

年产转子设备39840对，预计建成达产后年新

增收入5.74亿元，新增利润总额9693.62万元。

新建兴塔厂项目总投资2.23亿，拟投入

募集资金1.98亿，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四大

类九个产品。 项目建成后，能够快速适应市

场机遇，打破国外企业技术垄断，预计建成

达产后每年新增收入4.93亿元，新增利润总

额7104.52万元。

企业技术中心项目总投资为1亿元，建成

后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提

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浙江汉声扩建

铸件加工生产线投资项目总投资2.02亿元，建

成后可达年精加工铸件2万吨，年新增销售收

入1.25亿元，新增利润总额3159.20万元。

汉钟精机表示， 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

公司螺杆式压缩机产能将达到年产近9万

台，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同时，装

配自动化生产线后，生产线前后制程将会有

序衔接，人员作业流畅，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能进一步确保品质稳定， 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内螺杆式压缩机

行业的规模优势和市场地位。

冷链物流景气催生需求

汉钟精机中报显示，2014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4.7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81万元，同比增长41.18%。 其中，冷冻冷

藏压缩机占公司营收的15%左右，受冷链物

流行业景气影响，冷冻冷藏压缩机成为公司

未来业绩增长的动力来源。券商研究报告认

为，受冷冻冷藏市场发展提振，公司冷冻冷

藏压缩机业务未来复合增速30%以上。

市场需求方面，近期电商大佬纷纷进军

生鲜市场，由此打开了冷链物流产业的成长

空间。 据测算，我国食品潜在冷链物流总额

达32505亿元。 不过，我国冷冻食品目前人

均消费量、冷库人均库容量、农产品腐损率、

冷链流通比例等多个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很大。冷链行业的增长具有很强的持续

性，加之生鲜电商的快速渗透，各路资本加

快布局冷链仓储物流， 为冷链行业锦上添

花。 多位券商分析师预测，2014年冷链物流

产业同比将保持20％左右的增长。

东兴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市场上冷冻冷

藏压缩机中，活塞机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小

功率的螺杆机凭借高性价比替代活塞机已

成趋势。目前公司已经在螺杆机方面具备性

价比和售后服务优势。

汉钟精机表示，2014-2018年我国螺杆

式空压机的市场规模将保持年均15%上的

增速，随着这些募投项目的陆续投产，公司

在螺杆式压缩机行业的优势将进一步提升。

上海九百拟完全退出上海易买得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在电商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冲击下，百

货超市公司上海易买得的经营发展显得更

加步履维艰。 上海九百9月26日公告称，公

司不宜再对其进行增资， 并拟将剩余股权

完全转让，由此，上海九百将彻底退出上海

易买得。

放弃增资并转让剩余股权

上海九百表示，公司董事会经认真讨论

分析后认为，根据上海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

目前的资产经营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公

司不宜再对其进行增资，因此，决定放弃此

次对上海易买得的增资，并同意上海易买得

超市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韩国株式会社易

买得单方面对上海易买得进行增资。

在此之前， 公司收到韩国株式会社易

买得的公函， 韩国易买得提出拟对上海易

买得进行增资的预案， 即拟将上海易买得

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17000万美元增加至

23200万美元。 该增资方案经有关部门批

准并实施完毕后， 韩国易买得的出资额将

由目前的16865万美元增加至23065万美

元， 股权占比将由目前的99.21%上升为

99.42%； 上海九百的出资额仍为135万美

元， 股权占比将由目前的0.79%下降为

0.58%。

同时，上海九百表示，决定拟向韩国易

买得转让持有的上海易买得股权，亦即上海

九百在上海易买得的剩余投资款135万美

元。 该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九百将退出上

海易买得并不再持有其股权。

上海九百的退出之路

资料显示，上海易买得2003年9月取得

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时的注册资本为

2500万美元， 韩国株式会社新世界与上海

九百分别出资1225万美元， 各占49%的股

权， 上海商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0万

美元，占2%的股权。

上海九百表示， 上海易买得经营10多

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为了最大限度地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合理降低和

避免公司在该股权投资上的损失，经商务部

批复同意， 公司已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

两次向韩国新世界转让了上海易买得的部

分股权，并多次同意韩国新世界单方面对上

海易买得进行增资。 2011年，经公司同意，

韩国新世界将其持有的上海易买得股权全

部转让给了韩国易买得。

截至2014年6月30日，上海易买得的注

册资本已从设立之初的2500万美元增加至

17000万美元，其中，韩国易买得的出资额

已从设立之初的1225万美元增加至16865

万美元，股权占比从设立之初的49%上升至

99.21%； 上海九百的出资额则从设立之初

的1225万美元减少至135万美元（前两次股

权转让共收回投资额1090万美元），股权占

比从设立之初的49%下降至0.79%；商务中

心不再持股。

上海九百称，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

化，尤其是如今电商网销、O2O等新型商业

营销模式崛起并不断抢占市场份额， 使传

统线下流通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和挑

战， 上海易买得的经营发展显得更加步履

维艰。 不仅从未取得过经营性盈利，而且从

其目前的资产经营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态势

看，几乎难以扭亏为盈。 因此，公司在前期

与韩国易买得多次进行磋商洽谈， 并在收

到韩国易买得以书面函件形式提出拟受让

公司持有的上海易买得全部股权的前提

下，经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分析、测算、权

衡利弊得失后， 本着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决定将剩余

股权全部转让。

龙头企业有望受益特高压线路设备招标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近日， 国家电网发布了淮南-南京-上

海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灵州-绍兴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等多条特高压设备招标公

告。 此外，国家电网公司锡盟-江苏、上海庙

-山东、 山西-江苏三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启动初步设计。 分析师表示，按照目前的

建设速度，今年下半年国内特高压建设开始

进入快车道。

特高压建设进入快车道

国家电网公司于9月23日公布了淮南

-南京-上海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变电

工程复合绝缘子、瓷绝缘子、玻璃绝缘子招

标计划，其中，复合绝缘子合计招标1.9万

支，瓷绝缘子合计招标52万片；玻璃绝缘子

合计招标11.7万片。 特高压线路线缆集中

招标计划也同日公布， 导线合计招标约

7.35万吨。

淮南-南京-上海交流特高压输电工

程， 是年内第一条获准建设的特高压新线

路。 截至目前，年内已有“两交一直” 特高

压工程获得国家核准建设，除淮南-南京-

上海交流特高压输电工程外，锡盟-山东交

流特高压于7月获得国家核准建设； 灵州-

绍兴特高压直流工程于8月获国家核准建

设，9月23日正式开工。 此外，9月17-18日，

国家电网公司锡盟-江苏、 上海庙-山东、

山西-江苏三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启动

初步设计。

国家电网公司年中会议已明确提出，今

年下半年特高压建设工作节奏将加快。今年

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四交四直” 全部开

工，并计划明后年开工“五交五直” ，特高压

迎来真正快速发展期。

相关设备龙头受益

在8月份年内第一条特高压淮南-上海

交流特高压主设备中标结果中， 平高电气

中标15.91亿元，占公司去年总营收的42%；

中国西电中标13.03亿元， 占公司去年总营

收的9.98%。

在特高压投资中， 设备投资约占45%，

而变压器占设备投资约30%，GIS约占25%，

互感器约占10%。 从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历

史中标份额看，中国西电、许继电气、特变电

工将成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设备

招标的最受益公司。 大连电瓷、金利华电、创

元科技等上市公司是国内受益特高压线路

绝缘子招标的A股主要公司。 随着多条特高

压线路设备启动招标，上述公司有望受益。

中国西电的换流阀和换流变的市场份

额分别为45%、23%， 按照换流阀每台2亿

元、换流变每台0.5亿元，在灵州-绍兴特高

压直流工程此次招标中，中国西电预计中标

的金额近21亿元，将成为最受益公司。 许继

电气在换流阀和保护系统的市场份额分别

为40%和67%， 按直流保护系统每套2亿元

测算， 许继电气此次可能获得订单近17亿

元。 特变电工在换流变市场份额约32%，此

次估算中标金额可能近9亿元。

特高压绝缘子供货商方面，在国家电网

公司已完成采购的7个特高压工程中, 大连

电瓷中标的瓷绝缘子约占瓷绝缘子招标总

量的40%。 金利华电主营玻璃绝缘子，2013

年其中标浙北-福州特高压线路绝缘子订单

约3215万元，同比增长109.85%。创元科技旗

下子公司能够生产输变电高压绝缘子产品，

拥有苏州电瓷、抚顺高科电瓷和宿迁电瓷三

个瓷绝缘子生产基地，其中苏州电瓷厂在溪

洛渡-浙江特高压等输电工程中有中标。

众信旅游

拟6.3亿元收购竹园国旅70%股权

众信旅游9月26日发布重组草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郭洪斌等8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竹园国旅70%的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同时，公司还推出面向高管的股权激励。

公司股票9月26日复牌。

公告显示，竹园国旅70%股权交易作价为6.3亿元，评估

增值率为986.61%。 按照81.56元/股的发行价格，公司支付股

数772.44万股。 众信旅游同时拟向九泰基金、瑞联投资、冯滨

和白斌以相同价格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2.1亿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 竹园国旅2012年度、2013年度和

2014年1-6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42亿元、15.44亿元和8.18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1583.39万元、2151.27万元和1610.34万

元。交易对方承诺，竹园国旅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5650万元、7062万元和8828万元。

竹园国旅主营业务为出境游的批发， 其出境旅游目的地

涵盖欧洲、亚洲、澳洲、美洲、中东非等地，其中欧洲长线游、亚

洲短线游在公司业务中占比较大。众信旅游表示，收购竹园国

旅将改变目前国内的出境游批发商格局， 使得该领域集中度

进一步提升，公司出境游批发业务将得到大幅提升。

众信旅游同日发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拟向公司高

管、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等共计91人，授予100万股限

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7156%。 其中首次授予90万股，预

留10万股。授予价格为40.78元/股。业绩考核条件为，以2013年

为基准年，2014年度至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不

低于30%、60%和90%；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6%、35%和

60%。（张玉洁）

敦煌种业

拟募资4.8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敦煌种业9月26日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拟募

资4.8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9月26日复牌。

预案显示， 敦煌种业此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江苏

融卓投资有限公司、 甘肃星利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两名

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发行价格6元/股，非公开发行股

份数量不低于8000万股（含本数），募资总额不超过4.8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融卓公司认购

6000万股，星利达公司认购2000万股。

公司表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本结

构，融资渠道得到拓展，公司营销能力和研发实力的增强也将

因此得到助力。随着公司综合实力的增强，公司可择机通过兼

并收购等方式参与种子行业的整合，提升市场占有率，并提高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融

卓投资为战略投资者，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

公司市场化运作能力，显著提升管理决策能力。（任明杰）

运盛实业

5912万元获融达信息51%股权

运盛实业将以5912万元获得融达信息51%股权。 运

盛实业9月26日公告，公司以自有资金对上海融达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进行增资，增资金额3000万元，增资后持

股比例为23.0774%。 同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刘彬、唐

肖明、徐椿红持有的融达信息28%股权，收购价格为2912

万元。

融达信息是国内最早从事基层区域卫生信息化的公司之

一，广泛采用云计算技术，拥有包括基层区域卫生信息化、基

层数字医院及区域药品电子监管三大产品和解决方案。 融达

信息早期以云端saas模式的基层卫生软件服务(Hisonline)

为主，中期主要提供基层数字医院、公共卫生系统、农合系统、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等软件， 近两年以提供区域卫生信息化整

体解决方案为主。近三年来，融达信息在区域卫生信息化市场

有较大发展，已经完成了若干示范性项目建设，在行业内拥有

良好口碑。

目前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融达信

息的核心产品研发已经完成，项目建设经验不断丰富，已经在

基层区域卫生信息化方面拥有领先优势， 借助外部市场发展

机遇，融达信息有望快速发展壮大，实现经营收入及利润的较

大提升。

公司表示，此项投资将有助于公司经营发展，将给公司

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不过，公司之前业务未涉及医疗IT产

业，存在因技术、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等因素而引致的不可预

知经营风险。 （任明杰）

省广股份与百度开展大数据合作

省广股份9月26日公告， 公司与百度于2014年9月签订

《协作协议》。 公司将与百度相关项目组成立联合团队，以

（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市场研究、大数据解决方案、大数据

营销产品开发等方式为基础展开合作。 合作周期将从2014年

9月22日至2015年9月21日。

公司表示，该协议的签订，将有效推动合作双方在大数

据业务领域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探索大数据新的

商业模式、开发新型大数据产品，将用户需求进行量化，准确

展现用户行为，为广告主提供精准的营销决策依据，进一步

实现营销传播的精准化。 同时，还可助力公司提升数字营销

方面的实力，实现营销传播链条的全贯通，增强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为客户创造更高的服务溢价， 深挖优质潜在客户，最

大程度地为公司和股东创造利益。 （张玉洁）

通富微电

收到4200万元集成电路经费

通富微电9月26日公告， 公司收到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下发的《关于拨付国家“集成电路” 科技重大专项立项项目

2014年国拨经费的通知》，并分别收到国家“集成电路” 科技

重大专项立项项目2014年国拨经费3041.43万元、1159.92万

元，分别用于公司“通讯与多媒体芯片封装测试设备与材料

应用工程”项目、“国产集成电路封测关键设备与材料量产应

用工程”项目。

公告称，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将上述专项资金计入递延

收益，根据项目进度，逐笔转入营业外收入，预计上述专项资

金将对公司未来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丁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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