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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动态

44公司计划定增募资逾1215亿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进入11月，定增市场继续火热。 据中

国证券报统计，截至18日，11月以来两市

披露59份定增预案，涉及44家公司，预计

募集资金超过1215亿元。

融资规模环比大增

11月1-18日上市公司披露的定增预

案预计募集资金超过1215亿元， 而10月

份这一数据为707亿元，环比提高明显。

在11月已发布的定增预案中， 中纺投

资、 成飞集成和民生银行预计募集资金规

模均超过80亿元，有9家上市公司预计募集

资金规模超过40亿元。 行业分布方面，化

工、军工、通信电子等行业公司的占比较高。

另据同花顺数据，截至11月18日，11

月以来有19家公司共22个定增项目发行

完成，实际募集金额达到266亿元，全月

募资规模预计与10月份相差不大。

在11月已发行的项目中， 高金食品、

翠微股份、上海建工、阳光城等9家公司实

际募资金额超过10亿元。 除高金食品与印

纪传媒展开资产置换实现借壳上市外，上

海建工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39.44亿元，阳光城成功募集资金26亿元。

定增诉求各异

从定增资金用途来看， 加码主业、开

拓新业务和“补血” 改善财务结构，仍是

公司定增的主要诉求。

招商轮船的定增预案显示，公司拟向

控股股东招商局轮船定增募资不超20亿

元，用于购建“4+1” 艘节能环保型VL-

CC油轮和6艘节能环保型散货船。招商局

轮船承诺认购股份36个月内不转让。 按

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海上进口原油的预

计数量，估计需要约160艘VLCC，而目前

中资背景的航运公司拥有和控制的VL-

CC油轮运力不足100艘， 存在一定的产

能缺口。 同时，公司也有补充散货运力的

动力。

刚刚实施定增的中核钛白11月16日

晚又抛出一份定增预案，公司拟向大股东

募资10亿元，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流动资金。 截至2014年9月末，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61.99%， 而同行业上市公司平

均值为43%左右。 增发完成后，大股东的

地位将进一步加强。

注入军工资产也是11月定增的方向

之一。 四川长虹的定增预案显示，公司将

定向募资不超过40亿元， 用于收购零八

一集团100%股权、智能交易平台和模式

建设项目、智能研发管理平台及体系建设

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公告显示，去年零八一集团实现净利

9,792.53万元，本次收购的估值约为22亿

元。零八一集团是产业链条最为完整的近

程防空骨干企业之一和军工电子核心能

力建设重点单位，在低空监视雷达、海洋

状态监测雷达、机场场面监视雷达、雷达

综合应用平台等民用领域拥有丰富的技

术储备，部分产品已经开始生产并实现小

批量销售。 收购完成后，四川长虹将成为

军工概念股，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值。

除上述诉求外，中纺投资将注入安信

证券100%资产，从而使安信证券成为又

一家上市券商。中纺投资拟以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投公司等安信证券现

有14家股东合计持有的安信证券100%

的股份，涉及182.7亿元。 同时，中纺投资

拟以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募集不

超过60.91亿元的资金用于补充证券业务

资本金。 通过此次定增，安信证券将实现

曲线上市。

大股东踊跃捧场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

方参与定增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在8月份

上市公司公布的90份定增预案中， 大股

东及其关联方参与的就达37家之多。 11

月已公布定增预案也显示，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其关联方参与度较高。

市场人士指出， 今年市场环境转暖，

大股东及关联方参与定增热情高涨。 而

且，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参与，也能够避

免公司控制权旁落。随着监管部门对员工

持股“松绑” ，员工持股计划也成为上市

公司定增的重要参与方。

唐人神11月17日发布的定增预案显

示， 公司拟定增募资5.8亿元投建两个饲

料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公司前三

大股东唐人神控股、大生行、湘投高科拟

以现金2.5亿元包揽逾四成。 此外，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拟以8000万元认购982.8万

股，占比13.79%。 本次定增后，唐人神控

股的持股比例下降至23.51%， 仍为第一

大股东。 唐人神表示，员工持股可实现股

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有利于提高

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

发展。

海格通信的定增预案与之类似。公司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82亿元， 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定增涵盖了

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参与此次定增的添富

-定增35号、 添富-定增36号的管理人均

为汇添富基金， 委托人均为海格通信

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这也让海格通

信成为又一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国有

企业。

分析人士指出，相对而言，大股东对

上市公司的经营、 业绩等多方面了如指

掌，在是否参与定增上，大股东具有先天

性的信息优势，也具有先天性的决定权。

三位一体

复星“筑巢” 进军大健康产业

□本报记者 李良

复星集团11月19日宣布，通过打通

旗下养老保险、综合地产、医药健康三大

产业平台，正在构建复星“1+1+1” 大健

康战略格局。与传统房企、药企以及险资

布局养老、健康产业有所不同，复星集团

所构建的大健康战略，将保险、地产以及

医药医疗、养老保健融为一体，意图打造

涵盖全产业链的健康航母。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 随着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化建

设的深入推进，居民的养老、健康需求日

益凸显。 复星有着多年积累的健康产业

资源和丰富的地产运作经验， 再加入近

年来快速发展的保险产业所提供的安全

保障， 复星将为提升中国城市的健康服

务功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蜂巢城市” 是复星大健康产业各

类资源的重要平台。 据介绍，所谓“蜂巢

城市” ， 指的是复星地产依托复星深耕

20年的产业基础，所打造的“以产促城、

产城融合” 的新型城市及社区。 复星地

产依托“蜂巢城市”为载体，深度植入健

康医疗、 养生养老及保险业务的丰富资

源， 构筑一个健康产业互融共通的大棋

局。复星地产总裁徐晓亮表示，此次落地

的“健康蜂巢” 产品，动员了复星地产旗

下复地集团、星堡养老、星浩资本以及星

健资本等产品线。

以星浩资本为例， 其依托在全国的

8个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选取合适物

业打造宜老设施， 并投入自有专业团队

进行运营管理， 确保将星浩全国综合体

的地缘优势、产品品质优势、重视护理和

康复的专业服务能力优势、 复星集团大

健康平台优势以及各类优质稀缺资源整

合于一体， 让星浩资本养老产业在复星

大健康蜂巢中得以充分发挥。目前，星浩

资本已经在大连、 哈尔滨和南通启动实

施“银耀”养老养生计划，首批银耀养老

体验中心已对外开放， 供全社会进行养

老护理医疗康复的全套体验，2015年年

内实现三地养老设施投入正式运营。

除了复星地产外，在复星“健康蜂

巢” 计划中的重量级砝码还有复星医

药。 在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复星医药

董事长陈启宇表示，作为中国领先的健

康医药上市公司，复星医药旗下拥有医

药研发、销售、医疗服务等丰富资源，形

成一张覆盖健康领域各类服务的强大

资源体系。 近年来，复星医药持续加大

医疗服务布局， 先后投资安徽济民医

院、岳阳广济医院、宿迁钟吾医院、南阳

肿瘤医院、佛山禅城医院等，并于今年

对美中互利发起私有化邀约，帮助高端

医院品牌“和睦家” 加速全国发展，奠

定了复兴大健康战略在医疗健康领域

的坚实基础。

在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复星保德

信人寿与复星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出“幸福守护” 系列养老保险产

品。复星保德信人寿总经理孙建军表示，

通过这份链接保险与养老地产的保单，

实现了保险产品与银发生活的对接，成

为打开大健康产业之门的一把钥匙。

我国“降煤提气” 总量目标敲定

能源改革将提速

□本报记者 汪珺

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能源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

明确到2020年， 我国煤炭消费比重要降

至62%以内， 天然气比例提高到10%上，

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则要达到15%。

业内人士认为，该计划敲定了未来几

年我国能源发展之战略棋局，为我国能源

消费、能源保障以及国际能源合作、能源

科技创新等勾画了明晰蓝图。 同时，这份

给定了各类能源发展具体目标的战略行

动计划也给正在推进中的能源改革提出

更紧迫要求，预计下一步石油、天然气、电

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电网、油气管网

建设运营体制改革等的步伐将加快。

“降煤提气” 定总量

计划明确，要积极发展天然气、核电、

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降低煤炭消费比

重，推动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煤炭是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大头，目

前约占消费总量的70%左右。 计划提

出，到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比重要降至

62%以内。计划提出，到2020年，京津冀

鲁四省市煤炭消费比2012年要净削减1

亿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总

量负增长；要加强余热、余压利用，加快

淘汰分散燃煤小锅炉，到2017年，基本

完成重点地区燃煤锅炉、工业窑炉等天

然气替代改造任务。

一次能源消费中“气”的比例要提升。

计划提出，2020年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 而根据中

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国内

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我国天然

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5.9%。这意味着，

未来五年天然气消费量接近翻一番。 计划

提出，到2020年城镇居民基本用上天然气；

制定天然气交通发展中长期规划， 加快天

然气加气站设施建设， 积极有序发展液化

天然气汽车和压缩天然气汽车； 在京津冀

鲁、 长三角、 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重点防控

区，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加快天然气

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到2020年，天然气主

干管道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 加大液化

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进口力度。

计划同时强调， 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15%。其中，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

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

千瓦以上； 力争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5亿千

瓦左右；风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风电与煤

电上网电价相当；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左

右，光伏发电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地热能

利用规模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

业内人士认为，从计划确定的目标看，

未来几年， 煤炭消费量相当于要在当前的

基础上缩减15%， 天然气消费量则接近翻

一番，核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亦将

得到大力发展。 这意味着，相关基础设施、

装备制造企业将随之搭上发展顺风车。

能源改革将提速

业内人士指出，《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2014-2020年）》明确了未来几年

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既

为下一步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也对改革的力度和速度提出更紧迫要求。

计划明确了“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的

几个重点领域。比如，要推进政企分开，放开

竞争性领域和环节， 推动能源投资主体多

元化，深化国有能源企业改革，鼓励利用期

货市场套期保值，推进原油期货市场建设。

价格方面，要推进石油、天然气、电力

等领域价格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价

格，天然气井口价格及销售价格、上网电

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形成，输配电价和油

气管输价格由政府定价。

计划同时强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要审核，包括：重点推进电网、油气管

网建设运营体制改革，明确电网和油气管

网功能定位，逐步建立公平接入、供需导

向、 可靠灵活的电力和油气输送网络；加

快电力体制改革步伐，推动供求双方直接

交易，构建竞争性电力交易市场。

皇氏乳业再遭张慕中减持

皇氏乳业11月20日公告， 公司1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张慕中的

股份减持告知函，其本人于2014年11月1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共计104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0%。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张慕中持有皇氏乳业股份1613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54%。变动之后，张慕中持有皇氏乳业股份564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4%。

根据皇氏乳业于2014年1月披露的第二大股东变更公告， 因公司原

第二大股东张咸文病逝，其所持有的公司5234万股股份由其配偶任东梅

女士及儿子张慕中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并所有。此后，张慕中就对于

这笔财富开始了套现之旅。 （王小伟）

上海建工拟30亿元投建BT项目

上海建工11月19日晚公告，将以建设－移交模式（BT模式）投资宜

宾市翠屏区岷江新区起步区基础设施及公用公建投融资建设项目， 项目

预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0亿元。

公告显示，项目投资总量约30亿元，其中征地拆迁费用额度约5.0亿

元，工程投资约25亿元，由岷江新区起步区南片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翠屏区酒都大道道路、管网工程和景观、绿化、亮化工程建设项

目、翠屏区城市中央公园建设项目和岷江新区起步区安置房“大地小区”

建设项目等四个分项目构成。 前两个项目建设期预计为3年，后两个项目

建设期预计为2年。 单个项目自交工验收通过之日起进入回购期，在2年

内分三期回购。

公司称， 参与类似项目的投资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加在基础设施领

域的投资，推动公司在该板块的业务规模增长。 （汪珺）

可再生能源首提电价水平目标

业内人士在解读 《能源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

2014-2020

年）》时称，在可再生

能源方面的亮点在于， 除装机规模目标

之外， 首次提及风电和光伏发电到

2020

年的上网电价水平目标。

计划提出，要按照输出与就地消纳利

用并重、 集中式与分布式发展并举的原

则，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到

2020

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 并

明确，到

2020

年，风电与煤电上网电价相

当，光伏发电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

业内人士指出， 可再生能源在未来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定位已经明确，

但要发挥明显替代效应， 必须在上网电

价水平这一关键指标上与传统煤电看

齐，否则，单纯强调装机规模目标并无多

大意义。 此次明确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

价目标， 无疑找准了推动行业发展的关

键着力点， 对于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意

义深远。

有能源行业资深研究员进一步分析

指出， 随着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思路的进一步理顺，未来风电、光伏等行

业发展格局或将产生一些变化。 推动电

价成本水平降低的主要途径， 将由单纯

依靠项目规模化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特别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技术。 未来，拥

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且财务指标稳健的

科技型公司将有望获得更多支持。

计划还明确提出， 未来将在采用国

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

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

设，研究论证内陆核电建设。 同时，积极

推进核电“走出去”。

上述研究员表示， 这意味着沿海核

电新增市场将加速释放， 未来内陆核电

也可能会适时重启。 “但从政策基调来分

析， 内陆核电重启仍可能是

2020

年以后

的事。 ”（郭力方）

西驰电气全资控股西安双日

西驰电气（831081）11月19日公告称，公司拟支付转让款12.5万

元，受让控股子公司西安双日电气技术有限公司25%股权。

西安双日主营电力电子产品、元器件及机电产品的开发、生产、销

售，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50万元人民币。 其中，西安西驰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认缴75万元，占股份75%，实缴37.5万元；任德利认

缴25万元，占股份25%，实缴12.5万元。

公司表示，通过本次收购，将有益于企业产品售后维修、保养。 同

时，本次受让后，西安双日将变为西驰电气全资子公司，便于管理、控

制。（王小伟）

本报记者 李良 摄

黔轮胎认购贵州银行1.5亿股

黔轮胎A11月20日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购贵州银行1.5亿股

股份，投资金额为2.205亿元。

根据公告， 贵州银行此次面向法人企业及该行在职职工增发股份补

充资本，发行数量为19.55亿股，发行价格为1.47元/股。

黔轮胎A表示，此次投资主要是积极尝试并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建

立与金融企业更紧密的关系。

根据中报披露的数据，黔轮胎A还持有贵阳银行0.35%股权，最初投

资成本为670万元；持有贵阳农村商业银行8%股权，最初投资成本为1.87

亿元。（于萍）

国投中鲁重组方案出炉

国投中鲁11月19日晚披露重组报告草案，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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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作价为

101107.58万元。 同时，国投中鲁拟向江苏环亚全体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江苏环亚100%股权，协商作价为205369.65万元。股票发行价

格为6.75元/股，合计需发行股份304251330股。

另外，国投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国投中鲁116355543股股份，以协议转

让方式转让给国投协力发展，国投协力发展以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转让价

格6.67元/股，股份转让对价共计776091472元。

分析人士称，随着国资改革的深入，国投系的整合将加速，通过重组

等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 （戴小河）

南航拟改制珠海直升机公司

南方航空11月19日晚公告，将对珠海直升机分公司进行改制，设立

全资子公司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珠海直

升机分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原则上全部注入新公司。

根据公告，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包括陆上石油服务、

海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

中游览、私人飞机驾驶执照培训、公务飞行等一系列通航飞行作业。

南方航空称， 将珠海直升机分公司进行改制并设立全资子公司南航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有利于推动公司通用航空业务的产业化发展，增强集

团在通用航空市场的竞争力。（汪珺）

华胜天成与IBM签软件许可协议

华胜天成11月19日晚公告，公司当日与IBM公司签署了软件许可协

议，IBM授权华胜天成按照协议约定，使用IBM� Informix关系数据库软

件程序源代码。公告未披露协议成交金额，只称“不超过华胜天成2013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 。 公司股票将于11月20日复牌。

根据协议，该软件使用地域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香港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外的地区；履行期限是从生效日开始十年内持续

有效（除非按照协议中相关规定提前终止）。

华胜天成称，本协议代表公司国产化品牌战略的进一步落地，为公

司未来收入、利润增长奠定基础。 同时，华胜天成履行该协议的主要风险

为技术风险，华胜天成将通过专业人才储备、与IBM洽谈技术支持服务

来降低风险。（汪珺）

股权之争升级

绿城总经理田强被免

近期沸沸扬扬的绿城股权之争再生波澜。 11月19日晚绿城发布内部

公告，免去田强绿城集团总经理一职，同时任命应国永为绿城集团总经

理，即日生效。

截至11月19日晚记者发稿时，绿城官网上并未披露相关信息。 网站

上披露的公司管理层仍维持原有架构。

应国永为前绿城集团执行总经理，此前一直负责绿景片区，并在绿

城任职多年。 作为孙宏斌麾下大将，田强则是在7月绿城将管理经营权移

交融创方后进入绿城，并担任绿城集团总经理职务。 业内人士认为，田强

被免意味着绿城股权之争升级。

今年5月， 融创和绿城联合宣布， 融创中国以每股12港元， 总花费

62.98亿港元购买绿城24.31%的股份。 这也是中国房地产史上规模最大

的一起并购案。 不过，近期市场突然传出举报称宋氏夫妇、绿城副董事长

寿柏年及孙宏斌是一致行动人，宋卫平也公开表态“将要回归绿城” 。 宋

卫平将自己计划重归绿城的原因归结于项目质量、业主的忧虑以及双方

处事不同等原因。 目前交易对手孙宏斌并未正式回应。 （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