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华电

10亿元受让控股股东电力资产

内蒙华电11月12日晚公告称，公司已与北方电力签署《内蒙古蒙电

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资产与股权收购协

议》，公司拟以104688.80万元受让北方电力拥有的蒙达公司43%股权及

丰镇发电厂5#、6#机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最终持有内蒙古蒙达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53%的股权。

根据公告，蒙达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较好，丰镇发电厂5、6#机组暂处

于亏损状态， 两项目打包后整体处于盈利状态， 且上述项目战略位置重

要。 同时，蒙达公司与公司控股的内蒙古京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聚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同属达拉特电厂不同时期建设的工程， 丰镇发电

厂5、6#机组与公司所属丰镇发电厂1-4#机组同属丰镇发电厂不同时期

建设的工程。 上述两项目注入公司后，可有效解决公司在达拉特电厂、丰

镇发电厂的“一厂多制” 问题，进一步减少公司与北方电力之间的“同业

竞争”以及因“一厂多制”问题引发的关联交易，降低管理成本。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是北方电力支持内蒙华电发展承诺的具体落实，

有利于内蒙华电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市场份额、提高竞争能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任明杰）

东方银星收到“豫商”被立案文件

18日股东会能否顺利召开存变数

□本报记者 刘兴龙

继11月11日晚披露招商证券核查

确认豫商集团董事长配偶王沛2013年

存在短线交易行为后，东方银星11月12

日晚又公告称，公司收到警方《情况说

明》， 证实警方已经对豫商集团以涉嫌

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沛等人涉嫌内幕交

易罪立案侦查。

分析人士指出， 伴随着上市公司的

陆续爆料， 豫商集团拟自行召集的11月

18日临时股东大会能否顺利召开， 变数

多多。

目前，东方银星两大股东各执一词：

银星集团方面认为，豫商集团存在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上市公司依法依

规不应当配合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自行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工作；豫商集

团则表示，警方立案侦查不妨碍其行使

股东权利，仍然会继续推进18日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工作。

收到立案文件

东方银星公告称，公司于11月12日

收到原大股东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

限公司转来的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

查总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及重庆

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复印件。

根据《情况说明》原件内容，重庆市

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于2014年10

月23日对豫商集团有限公司以涉嫌泄

露内幕信息罪、王沛等人涉嫌内幕交易

罪立案侦查。

公告显示，2013年7月，豫商集团董

事长配偶王沛短线交易了东方银星股

票，累计获利298664.65元。 在发现股东

持股变动数据异常之后，东方银星、银星

集团将相关线索交给警方处理。此后，重

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根据王沛

短线交易的情况，对豫商集团、王沛等进

行了立案侦查。

东方银星11日晚刚刚公告称，据豫

商集团的财力顾问招商证券核查， 豫商

集团董事长配偶王沛确实曾经在2013

年短线交易过公司股票， 豫商集团未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 不过豫商集团及王沛

是否被立案侦查无法证实。但一天之后，

东方银星就公告收到豫商集团及高管家

属遭立案侦查的证据。 之所以东方银星

与银星集团如此看重此次立案侦查，有

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希望借此阻击豫

商集团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

东方银星在11日晚公告中表示，公

司在获悉豫商集团等在收购公司过程中

涉嫌证券犯罪的情形后，已经及时向监

管机构进行了报告，监管机构也向豫商

集团及豫商集团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发函

要求其核实并说明。

在东方银星和银星集团看来，由于

存在内幕交易的问题， 豫商集团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8日股东会存变数

11月18日，豫商集团自行召集的临

时股东大会将在河南省商丘市举行。 如

今， 东方银星证实了豫商集团及高管家

属遭立案侦查，“豫商版” 股东大会还能

否按时顺利举行呢？

“我们仍然会继续推进18日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的工作。 ” 豫商集团负责

人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招商证券核查内容说的很明确，我们

只是无法证实是否立案，并没有否认存

在立案。 咨询了律师和财务顾问，（了

解到） 此次立案的内容并不影响公司

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

上述负责人解释称， 豫商集团此次

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只是行使股东权利，

与收购上市公司不存在直接关联， 并且

豫商集团向临时股东大会提交的议案不

存在导致收购行为的必然性。 此外，《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收

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

有重大违法行为，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目

前，豫商集团及高管家属遭立案侦查，其

行为是否符合“重大违法行为” 的标准

还存在争议。

对此，东方银星的态度截然相反。东

方银星前一日公告表示， 豫商集团召集

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 且鉴于豫商集团

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公司依法依规

不应当配合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行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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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斯夫欧洲公司联手

华恒生物拟建L-丙氨酸装置

华恒生物（831088）11月12日公告，11月10日，公司与巴斯夫欧洲

公司签署《意向书》， 计划以合资或其他方式在合肥新建发酵法生产

L-丙氨酸生产装置，争取在2015年二季度完成最终协议。

据介绍，巴斯夫是华恒生物的重要客户之一，2013年度为公司的第

一大客户，占公司2013年度营业收入的28.76%。 巴斯夫已成功认证了

华恒生物的L-丙氨酸在工业用途的应用，对于L-丙氨酸的需求随着其

业务的扩展也在不断增加。

联合生产装置将以华恒生物研发并已投入运营的专有技术为基

础。 联合装置的产品除了满足巴斯夫的需求以外，也将销售至制药、精

细化工、食品和饮料等行业。（欧阳春香）

雷军表示合作制作视频内容产品

11月12日，在君联资本2014年会上，小米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雷军阐述了公司视频内容和智能硬件战略， 并表示优质视频内容是小米

机顶盒、智能电视乃至智能家居产品的重要支撑。但小米自身不会从事视

频内容制作，将通过与优秀视频内容制造商合作制作产品。

11月12日，小米宣布千万美元投资优酷土豆，具体将通过二级市场

购入股票的方式。 未来优酷土豆的自制内容可在小米盒子、电视、手机等

内容载体终端播放，双方首批合作的内容为优酷自制真人秀、土豆大型品

牌活动“土豆映像节” 等。 双方还将共同出资研发互联网应用技术。

小米公司近期在视频内容产业方面动作频频。 小米此前宣布， 计划

10亿美元投资视频内容产业， 主要解决小米电视与盒子的内容问题，完

善用户体验。

在智能硬件方面，小米也与智能硬件厂商合作共同拓展市场。雷军透

露，小米参与投资的九安医疗智能健康品牌iHealth智能血压计，目前已

经在小米官网上线，日出货量超过了5000部。 （傅嘉 张玉洁）

陕鼓集团入主达刚路机

达刚路机11月12日晚公告称， 公司收到股东孙建西夫妇的通知，其

与陕鼓集团关于达刚路机股份转让事宜相关过户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 陕鼓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达刚路机6341万股，孙建西夫妇

持有6316万股，为第二大股东。

此次陕鼓集团的入主将促进达刚路机的战略转型。 达刚路机董事长

孙建西表示，“引入陕鼓集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减持行为，而是一次优势

互补的战略合作。 达刚路机的优势在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和广阔市场发

展空间；而引入陕鼓，则是看中了其先进的管理水平、丰富的市场经验，以

及专业化的制造能力。 ”

达刚路机6月17日公告称， 公司将由工程设备供应商向公路系统工

程装备及服务提供商转型。陕鼓集团将根据达刚路机的运营需要，在未来

三年内向公司分阶段提供累计不超过20亿元授信担保，具体金额根据业

务发展规划确定。

业内人士认为，陕鼓集团作为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拥有雄厚的研

发能力和优异的制造工艺， 双方未来将在产品生产及核心技术研发等方

面展开合作，进一步加强达刚路机的研发能力和制造工艺水平，提升核心

竞争力。（徐洪萍）

桂东电力减持国海证券0.43%股份

桂东电力11月12日晚公告称，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

出售国海证券股票1004万股， 约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0.43%， 交易金额

11154.44万元。 本次出售后，公司尚持有国海证券9.79%股份。

公司表示，经初步测算，本次出售国海证券1004万股股票，扣除成本

后可获得投资收益约9215万元（未扣除相关税费），该收益将计入公司

2014年度损益。

截至公告日，桂东电力已累计出售国海证券股票3106万股，约占国海证

券总股本的1.34%。 按照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减持方案，公司将继

续择机减持累计不超过1亿股（含已减持数）国海证券股票。（任明杰）

北大医药因“二次举报”申请延期复牌

□本报记者 刘兴龙

11月12日晚，陷入“代持风波” 的北

大医药发布公告称，鉴于出现新的需要澄

清的报道， 相关方的核实还需更多时间，

经与相关方协商， 将答复的时间延后至

11月27日前。 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并于11月27日前申请股票复牌。

此前，政泉控股举报北大医药涉嫌

虚假信息披露、北大高管内幕交易和国

有资产流失。 11月3日午后，北大医药股

价大跌7.57%， 随即公司申请股票临时

停牌至今。

原本，11月13日是北大医药披露事实

真相的最后期限。 北大医药11月6日公告

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涉及

媒体报道的政泉控股质疑公司股东的关

联方涉嫌股票代持、 内幕交易等违规行

为。 同时，公司就媒体报道事项向相关方

进行了书面问询，原定于11月13日前收到

相关方回复，进行信息披露并申请复牌。

不过，11月8日政泉控股再度 “爆

料” ，直指北大医药董事长李国军及其秘

书经手了代持协议的签署。政泉控股的最

新举报内容显示，方正集团高管李友等人

的关联公司纷纷出现在北大医药代持事

件之中，深圳康隆、成都华鼎均提供了逾

亿元资金，帮助政泉控股支付保证金及解

除部分股权质押。

目前，政泉控股与方正集团的纠纷已

经引起北京大学校方的重视。北京大学已

要求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督促方正集

团切实配合监管机构进行核查。 11月9

日，方正集团控股股东北大资产经营公司

表示， 将全力支持相关监管机构核查，尊

重依法依规的核查和处理结果。

北大医药表示，公司已经要求相关方

针对前述材料中的事实，进行补充查证和

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发来关注函，要

求公司和相关方详细说明情况。

ST南化4000万元存款遭司法冻结

□本报记者 刘兴龙

11月12日晚，ST南化发布公告，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法院冻结了ST南

化合计4023.24万元银行存款。 2014年10

月，ST南化已将此次涉案的联溢化工股

权转让给了控股股东南化集团，不过依然

未能摆脱担保责任。

难甩担保烂账

ST南化公告称， 公司收到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法院 《民事裁定

书》。就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江南支行

诉梧州联溢化工有限公司、ST南化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江南支行于11月7日

向江南区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保

全梧州市联溢化工有限公司名下的财产。

江南区法院下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

冻结ST南化在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营业部账户的存款2663.24万元， 冻结

期限6个月；冻结ST南化在工商银行南宁

市江南支行账户的银行存款1360万元，

冻结期限6个月。 合计冻结4023.24万元。

ST南化称， 梧州市联溢化工有限公

司2014年10月已转让至公司控股股东南

化集团，目前为南化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2008年公司为当时的控股子公司梧州市

联溢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

金额1.6亿元， 担保期限为2008年7月15

日至2014年7月15日，截至目前担保本金

余额为3900万元。 鉴于梧州市联溢化工

有限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 公司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后收回的几率较小， 对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将产生影响， 具体金额

尚无法确定。

扭亏难度大

ST南化2011年、2012年度分别亏损

2.1亿元、2.8亿元。 2013年前三季度净利

润为-1.96亿元，但年底获得2.9亿元财政

补贴款，公司由此扭亏为盈，成功保壳。

为了彻底扭转业绩颓势，今年6月16

日，ST南化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转让公司旗

下4家亏损子公司股权，接盘方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4家亏损子公司股权包括：南宁狮座

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梧州市联溢化

工有限公司54.10%股权、 兴义市立根电

冶有限公司51.54%股权、 贵州省安龙华

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7.35%股权。 ST南

化表示， 这些子公司在2014年度产生的

亏损可能继续对公司的净利润、净资产产

生负面影响，导致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因

此，公司只能剥离上述4家子公司。

8月20日，ST南化又发布了一份补充

公告，根据评估，上述4家子公司的净资产

之和为-1.45亿元，鉴于标的股权评估值为

负，双方约定此次股权转让合并作价1元。

尽管剥离了联溢化工等资产， 不过

ST南化的业绩短期内依然难有起色。

2014年三季报显示，ST南化1-9月份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3

亿元。

信披违规

*ST新都遭深圳证监局处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ST新都11月12日晚公告，11月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由于公司未依法披露重

大借款、重大及关联担保事项，未依法披

露重大诉讼事项，深圳证监局决定对*ST

新都及相关高管进行行政处罚。 其中，对

*ST新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

万元罚款；对公司原董事长李聚全、郭耀

名等7名高管给予警告，并处以3-30万元

罚款。

*ST新都表示，公司接受深圳监管局

的行政处罚，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

诉讼。

根据公告，从2011年1月开始，*ST新

都为实际控制人光耀地产债务提供担保。

2012年12月起， 因债务人未按期履行还

款义务，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ST新都

偿还借款或对相应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累计涉案金额约4亿元。 此外，还

有2笔借款及担保被诉至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ST新都所涉7宗重大诉讼事

项应依法予以披露，但*ST新都既未履行

临时报告义务，亦未在相应定期报告中予

以披露。

目前*ST新都经营亏损困境。 前三

季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23.29万

元， 同比增长 11.48% ； 净利润亏损

1828.6万元。公司预计2014年全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8亿元

-1.6亿元。 *ST新都解释称，因酒店行业

不景气，主营业务亏损；加上对公司违

规担保所涉及诉讼计提预计负债，导

致本年度利润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度

下滑。

携手美国DFA

伊利在美合建8万吨奶粉工厂

□本报记者 王锦

继去年伊利股份宣布同美国第一大乳

企Dairy� Farmers� of�America, � Inc.（简

称DFA）战略合作之后，双方合作的首家全

球样板奶粉工厂也已经敲定。伊利股份11月

12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与美国DFA在堪萨

斯州合资建设年产8万吨的合资奶粉工厂。

据了解， 双方已于11月12日在呼和

浩特签约。 伊利方面介绍，伊利与DFA此

次共同出资建设的奶粉生产样板工厂，将

坐落于美国堪萨斯州， 预计年产8万吨。

工厂建成后， 产品不仅会供应中国市场，

也会供应全球其他市场。

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于去年

7月份， 当时市场便猜测伊利看中的是

DFA的奶源资源。 对于本次在美共建奶

粉工厂，业界也认为，从全球乳业的发展

现状来看，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

乳品需求趋于饱和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

国市场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引擎，奶

制品需求则恰恰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原奶

需求巨大；另一方面，美国关于刺激原奶

产量的法案出台在即，政策利好也为双方

打开了合作的必要通道。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称，美国DFA要

找的合作伙伴不是一般的供应关系，而是

长期的合作伙伴。 同样，伊利也把DFA视

为长期的、珍贵的合作伙伴。 双方对本次

合作都充满期待，希望本次牵手能为中美

两国的乳业合作开启一个黄金时代，能更

多地为全球乳业产业链的完善做出贡献。

腾讯控股三季度净利增长46%

腾讯控股11月12日公布的三季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8

亿元，同比增长28%，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56.57亿元，同比增长46%。

三季度， 腾讯控股的公司增值服务收入为160.47亿元， 同比增长

38%。 其中，网络游戏业务收入增长受益于电脑游戏以及QQ手机版与

微信上智能手机游戏收入的增长； 社交网络收入增长受益于移动平台

按条销售收入增长及订购服务收入重拾增长。 网络广告业务同比增长

76%至24.40亿元， 该项增长主要是受视频广告及移动广告收入的增长

推动。 （任明杰）

大北农控股股东累计增持1%股份

大北农11月12日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根

伙自公司上市以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目

前增持部分累计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告显示，自2012年6月至今，邵根伙共完成了19次增持行为，合计

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85%。 其中有11次于2014年完成，特别是11

月以来， 邵根伙分别于11月3日、4日、6日、7日及11日进行了增持。 增持

后，邵根伙合计持有大北农7.31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31%。 邵根伙承

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大北农是国内最大的预混料生产公司之一。此前，公司曾推出员工持

股计划，邵根伙向员工持股计划无偿赠与9848万股大北农股票，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6%。（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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