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誉远安宫牛黄丸入选非物遗产

广誉远12月9日公告称， 根据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

知》，公司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作为

传统医药项目入选名录。

公告称，公司所生产的安宫牛

黄丸是我国传统药物中最负盛名

的急症用药，为“凉开（温病）三

宝” 之首，在选料、炮制、细料粉

碎、制剂、包装等方面继承了传统

独特的制作技艺， 确保了药品疗

效， 体现了传统医药文化的丰富

内涵。

公司表示，截至目前，公司龟龄

集、定坤丹及安宫牛黄丸均已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产品优势

更为凸显，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任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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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减持汹涌难阻市场火爆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这厢是两市股指持续狂飙， 那厢

却是产业资本频繁减持。根据Wind统

计数据， 始于11月20日的本轮快牛行

情， 在短短十几个交易日内，364家公

司的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频频交易，

其中增持股份的有53家，占比14%；减

持股份的多达302家， 占比高达83%；

此外还有9家持平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由券商等蓝

筹带动的行情当中，部分参股金融的传

统产业公司成为本轮减持的主力。由于

4季度的投资收益将纳入公司2014年

财务报表，不少公司的业绩有望借助投

资收益而出现较大幅度回升。

股东套现汹涌

从减持总股数来看， 太阳纸业和

国海证券拔得头筹， 两家公司净卖出

股份数合计均超过1亿股。其中国海证

券11月20日以来共发生7次重要股东

持股变动， 净卖出股份10809万股，减

仓参考市值高达15.5亿元， 减仓市值

遥居首位。

11月下旬以来， 国海证券接连发

布股东减持公告， 其中桂东电力于11

月14日至27日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2469万股， 占总股本的

1.07%；11月28日，中恒集团也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公司1500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0.65%。

但是股东的连续减持并没有影响

国金证券二级市场上涨的脚步。 公司

股价从11月21日的10元/股附近飙升

到12月8日的20.5元/股， 已经接近翻

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公司股价的狂

飙，重要股东的套现意愿也明显增强。

根据国金证券公告，11月26日到

28日， 公司股东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

保健品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42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82%。随着公司股价12月以来的狂

飙，索美公司抛售比例也出现提升，截

至12月4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已经达

到1.16亿股，占总股本的5.02%。 但这

也并不是终结。 根据其战略投资计划，

拟于近期三个月内陆续减持所持有的

国海证券1.5亿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股狂飙之下，被减持的参考市值

超过1亿元的公司多达55家，其中既有

天津松江、深振业A为代表的房地产公

司，更有以方正证券、广发证券、宁波银

行等为代表的大盘蓝筹金融股。

助力业绩翻身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公司法人股

东通过大幅抛售套现， 将带动其净利

润的迅猛增加。 在A股本轮行情中券

商股起到明显“带头大哥” 作用，这个

板块也成为不少产业资本减持套现实

现业绩翻身的主力军。

以桂东电力为例， 公司2014年前

三季度净利润本为5217万元， 同比下

滑31%； 但是由于11月下旬开始密集

抛售国海证券， 公司全年净利润料出

现较大提升。

以11月21日为例， 桂东电力当日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国海证券股票

1229万股， 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

0.53%，交易金额1.37亿元。 桂东电力

当日发布公告表示，扣除成本后，公司

可获得投资收益约1.14亿元， 该收益

将计入公司2014年度损益。 这也就意

味着， 桂东电力通过单日抛售国金证

券股权资产所获得的证券投资收益，

甚至要远远高于公司主营的电力业务

所实现的全年净利润。

郑州煤电更是通过套现实现业绩

翻身的典范。 公司12月7日下午公告

称， 全资子公司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

限公司12月4日抛售所持方正证券股

份1387.72万股，成交金额1.76亿元，经

逐步测算， 此次减持扣除成本和相关

税费后， 可获得所得税前收益约1.26

亿元。 公司累计出售方正证券可获得

所得税前收益预计约3.18亿元。

子公司减持方正证券股票， 将对

郑州煤电2014年全年业绩产生巨大影

响。 根据郑州煤电三季报，公司1-9月

净利润为亏损1.7亿元 ， 同比下降

473%，但是倘若本次投资收益计入公

司收入，加上4季度煤炭价格的低位运

行， 业内分析认为公司全年业绩有望

由巨亏转正。

公司股东套现之外， 个人股东套

现潮也格外汹涌。 以亚太科技为例，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周福海于12

月2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1300万股， 占总股本

的3.13%， 减持均价17.2元/股， 套现

2.24亿元。根据wind统计数据，周福海

与其旗下的新疆吉伊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一起， 在本轮上涨行情中累计

套现6.9亿元，仅次于国海证券成为获

利大户。

增持公司暗藏机会

与超过8成的重要股东减持相比，

53家股权被增持的公司成为罕见明

星。但在这些企业中，一些公司股东的

增持只是象征性的表态， 比如江苏神

通仅是被公司高管增持0.02万股，对

应参考市值不过0.48万元。

不过也有动用真金白银大举增持

的公司。金融街在这段时间发生过2起

重要股东变动， 净买入股份总计2.9亿

股，增仓参考市值18.9亿元，成为本轮

增持的绝对“领头羊” 。 此外，三安光

电、锡业股份、阳光城等公司也发生了

1000万股以上的买入增持。

金融街获巨额增持与安邦保险的

急切入局有关。 继11月底举牌民生银

行后， 安邦保险继续在向银行业急速

渗透。12月4日，金融街公告显示，安邦

保险持有的公司股权已经达到15%，

构成第三度举牌。 而随着金融资本的

介入， 金融街股票价格也从6元/股附

近迅速飙涨到10元/股附近。

业内分析认为，A股持续飙涨的行

情下，出现重要股东增持尤其可贵。 尤

其对于产业资本而言，对于股票价格的

认同或预示着后市继续存在投资机会。

首个石墨烯产业化基地有望落户常州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

悉，中国“十三五”新材料发展规划草案

的出台时间有望圈定在2015年下半年，

石墨烯入选规划是大概率事件。 随着石

墨烯产业化的不断推进， 国家针对该产

业的政策有望再度加码， 全国首个石墨

烯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有望近期获批，

首个基地有望落户常州， 这将是全国首

个“国字头” 的石墨烯产业化基地。

“国字头”基地将出炉

相关专家对记者介绍说，作为已知

强度最高、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材料，

石墨烯在能源、生物技术、航天航空等

领域都展现出宽广的应用前景。与其他

新材料不同，中国在石墨烯产业的研究

与应用方面与国外基本同步，但目前开

展石墨烯研究与产业化的力量比较分

散， 亟须建立一条完整的石墨烯研发、

生产、应用的全产业链，打造公共科技

服务平台和测试平台，通过全行业的共

同努力，突破关键技术难题以及在应用

领域实现突破。

目前中国石墨烯产业化创新推进

主要依靠一些“准民间组织” ，比如中

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该联

盟由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等核心单位发起，联合国内从事石墨烯

研发、产业化的22家机构，在中国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的支持下成立。

随着产业的发展， 相关部委在推

进石墨烯产业化方面的作用开始增

强。 知情人士透露，科技部等部门正在

研究石墨烯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相关

工作，首个基地有望落户常州。 此外，

工信部等部门则在加紧研究 “十三

五” 新材料规划，出台时间有望圈定在

2015年下半年， 石墨烯入选该规划已

经基本落定。

业内人士介绍说，此前相关部委在

编制新材料产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

时， 石墨烯产业应用前景并不明朗，因

此没有把石墨烯作为重点。但随着相关

技术的不断推进，业内已经达成初步共

识，石墨烯材料与产业化革命已经处于

突破的前夜。 在此背景下，国家针对该

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料大大加强。

多家公司布局

在政策扶持预期逐步走向明朗的情

况下，不少上市公司已经“先行一步” ，在

石墨烯产业化布局上开始占据优势。

以本次有望获批的常州石墨烯基地

为例，烯碳新材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公

司已经在常州布局石墨烯新材料业务，

公司旗下的江苏烯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目前正在注册审批中，近期将获批。

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今年11月成功在“新三板”上市，成为

国内首家石墨烯上市企业。 公开资料显

示， 力合股份间接参股的二维碳素也位

于常州。业内人士透露说，二维碳素也将

继第六元素之后登陆新三板市场。

此外，中超电缆等公司都与位于常

州的江南石墨烯研究院有密切合作。 业

内人士介绍说，由于国内石墨烯产业仍

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企业之间的竞争关

系并不激烈，业内不少企业家之间都有

密切的合作关系，随着石墨烯产业化扶

持政策的加码，相关方有望受益。

联合空间研究院

信威通信进军低轨卫星产业

信威通信12月9日披露，公司与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联合发起成立合资公司，

共同推动低轨卫星产业的发展。

业界专家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是我国航天事业的核心单位，此

次信威集团与其成立合资公司共同

进军低轨卫星产业，不仅是对信威集

团在低轨卫星产业实力的认可，也是

民营企业与“国家队” 在航天事业推

进混合所有制的一次探索。

根据协议，双方拟在低轨移动通

信卫星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 �联合发起成立全球低轨

卫星星座产业实体合资公司，推进全

球低轨卫星星座系统顶层设计、系统

建设及运营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

我国自主的全球低轨卫星战略基础

设施建设。

同时，双方将联合开展系统发展

技术路线图研究，联合开展卫星及相

关载荷研制并逐步构建全球低轨卫

星星座系统，联合开展国家相关政策

与运营模式研究，共享各自的技术和

资源，联合争取国家在低轨移动通信

领域的各项支持。

信威集团在低轨卫星产业很早

就开始布局，并取得了突破。 今年10

月26日， 信威集团与清华大学联合

研制发射的灵巧通信试验卫星就完

成全部在轨测试试验，实现了我国首

颗低轨移动通信卫星的重要突破。

信威集团董事长王靖表示，公司

将以自主创新、掌握主动、前瞻先机、

面向空天一体化网络建设为目标，依

托空天联合研究中心和信威通信服

务全球的大平台，建立广泛的国际合

作， 探索全球卫星通信网络发展之

路。

资料显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主要从事空间飞行器的设计、总装测

试与集成和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

展。 目前已成功发射各类卫星140余

颗、十艘“神舟”飞船、四颗月球探测

卫星、一个“天宫” 目标飞行器,� 实

现了多颗卫星整星出口。

据悉， 低轨卫星星座是未来国家

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且卫

星星座的频率资源十分稀缺， 低轨卫

星产业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陈静）

东方园林中标郑州龙湖生态项目

东方园林12月9日公告，公司近

日收到郑州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

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

为“郑东新区龙湖生态绿化建设（一

期） 等项目施工二标段” 的中标单

位，中标金额为2.17亿元，约占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4.37%。

根据公告， 上述项目施工期为

180日历天，养护期为36个月，预计

将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的影响。

据介绍，郑州新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是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

会下属的事业单位，是郑东新区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重要区域开发、现代

产业体系构建的投资主体和对外投

资法人。其业务主要涵盖新区区域内

土地整理、保障性住房、工业地产、商

业地产等业务。（戴小河）

新世界集团推进“混改”

12月8日，上海新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上海新世界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新世界信

息” ）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方面介绍，此次

在上海股交中心挂牌是公司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步骤，公司将在

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混改。 另据透露，

公司O2O版掌上南京路商城即将上

线，探索电子商务创新模式。

资料显示，新世界信息是上海新

世界集团旗下专业从事互联网和电

子商务行业的子公司，主营互联网产

业新技术开发、电子商务运营和互联

网接入服务。新世界信息由国有独资

企业上海新世界集团控股，并由公司

经营者团队持股。 另外，上海新世界

集团授权管理着上市公司新世界。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此次在上海

股交中心挂牌，希望通过引入外来资

本，充分发挥民间资本活力、创新优

势和机制优势，并进一步放大国企品

牌优势和资源优势， 达到互利共赢。

新世界信息的混改实践或能为集团

层面改革的继续推进提供经验。

另据公司方面透露，O2O版掌

上南京路商城即将上线。公司与天猫

的合作也在进行中，双方将在消费引

导、引流以及线上线下积分打通等领

域进行合作。（徐金忠）

亿阳信通中标内蒙古高速项目

亿阳信通在内蒙古高速公路监

控、通信、收费联网系统建设项目招

标中，中标金额1.19亿元。

据了解，该项目是按照智慧高速

建设标准规划的省级联网工程项目，

是全国ETC联网的重要结点。 亿阳

信通丰富的工程经验和强大的实施

团队， 得到了专家和业主的高度认

可。此次中标有利于公司在内蒙古高

速机电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亿阳信通负责人称，2014年加

大了对智能交通和智慧城市的市场

推广， 除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领域外，

在智能交通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公司以1.58亿元中标哈尔滨公安交

通智能化管控系统建设项目，并在国

内陆续中标多个智能交通项目，同时

签约海外工程。（马越 尹哲辉）

100教育建立英语网校

12月8日， 欢聚时代公司旗下

100教育宣布建立国内首家线上英语

培训学校100网校， 同时宣布收购国

内雅思在线教育公司 “郑仁强和他

的小伙伴们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 收购完成后，郑仁强团队和业

务将全部整合到100网校。 据知情人

士介绍，未来100教育还将大举收购。

据了解，100教育已经自主研发

推出覆盖全平台的在线互动直播教

学客户端和手机APP， 并在今年8月

推出基础教育（K12）开放平台，正

式进军K12领域。

欢聚时代副总裁、100教育负责

人刘豫军表示，郑仁强团队课程已经

全部上线， 将在近期陆续接入100网

校。 未来将充分发挥郑仁强团队在留

学英语培训领域丰富的运营经验和

资源， 加快在线教育体系建设的步

伐。（王荣）

广州友谊拟募资百亿收购越秀金控

□本报记者 王荣

广州友谊12月9日公告， 拟向控股

股东广州市国资委以及广州国发、广州

地铁、广州电气装备、广州城投、广州交

投、 万力集团七名特定对象， 以每股

9.40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不

超过10.63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亿元，将用于购买越秀金控100%股

权并向越秀金控增资，增资资金用于补

充广州证券营运资金。

注入越秀金控

公告显示， 越秀金控100%股权作

价882988.27万元，另外117011.73万元

的募集资金则是用于向越秀金控增资

以补充广州证券营运资金。

越秀金控主要经营证券、 融资租

赁、私募投资基金、担保以及小额贷款

等业务。越秀金控直接控股5家子公司，

分别为广州证券、越秀租赁、越秀产投、

广州担保和越秀小贷。

作为传统高端百货品牌，广州友谊

2013年以来经营业绩出现了一定程度

下降，面临着转型。 本次定向增发完成

之后，广州友谊将由单纯的百货零售业

上市公司转型成为以百货业务和金融

业务为主营业务的控股型公司。

截至2014年9月30日， 广州友谊的

资产总额为32.62亿元，而越秀金控的资

产远高于此。公告显示,越秀金控注册资

本为405370万元，截至今年9月30日，越

秀金控资产总额为4298177.25万元。

2014年1-9月， 越秀金控营业总收

入和净利润均已大幅超越2013年全年。

本次定向增发后， 广州国资持有广州友

谊的持股比例由51.89%升至54.22%。越

秀金控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政府。

注资广州证券

越秀金控装入广州友谊之后，将实

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改变越秀金控发

展中融资渠道单一的现状，有助于越秀

金控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做

大做强证券、租赁等核心业务，将越秀

金控打造成为以证券、租赁为核心的非

银行金融控股集团。

而从定向增发方案来看，广州证券

将是公司未来发力的重点。 公司称，截

至2014年9月末， 广州证券净资本排名

行业第33位，资本规模较小，不利于广

州证券对经纪、投行、资产管理、自营等

业务的快速发展及融资融券、 直投、期

货等创新业务的开拓。 公司此次定增的

资金有11.7亿元投向广州证券。

目前， 广州证券拥有2家全资子公

司广州期货和广证创投， 拥有2家控股

子公司广证恒生和天源证券， 拥有1家

参股子公司金鹰基金。

广州友谊表示，金融市场化为我国

金融行业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国资国

企改革全面深化为优质国有资产整合

带来新的契机，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已成为广州市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

中海集运“中海环球”轮首航上海

12月8日，中海集运旗下的当今

世界最大、 最先进的集装箱船

19100TEU型“中海环球” 轮首航上

海。“中海环球” 轮是中海集运向韩

国现代船厂订造的5艘19100TEU型

集装箱船舶中的首制船。

“中海环球” 全长400米、宽近

60米，设计吃水14.5米，服务航速23

节，集成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先进航海

技术。

中国海运集团高管表示，将以

此次巨轮成功首航洋山港为契

机，继续推进船队转型升级步伐，

进一步加深与上海港合作， 借助

上海自贸区优势， 不断优化供应

链服务。 （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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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券商股遭股东减持

中国船舶遭大额减持5%

□本报记者 王荣

上市公司公告披露， 多家券商遭

到股东减持。 其中，国元证券公告称，

控股股东国元集团

12

月

8

日减持公司

4569

万股，套现

13.55

亿元。 恒天天鹅

公告，公司出清所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南京高科同日公告，

12

月

5

日及

12

月

8

日， 公司累计减持中信证券

456.36

万

股，交易产生的净利润约

6885

万元，超

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 此外，中国船舶控股股东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也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6892

万股， 初步估计套现超

过

20

亿元。

今年以来， 恒天天鹅一直在出售

长江证券股票，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是第三轮减持。公司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累计出售

500.36

万股，交易均价为

7.50

元

/

股， 该交易在扣除成本及相关

税费后产生的投资收益为

3065

万元。

目前公司不再持有长江证券股权。

南京高科也获益不菲， 今年以来

公司减持中信证券合计产生净利润约

10935

万元；此轮减持完之后，还持有

中信证券

6000

万股。

10

月份以来，券商股普遍大涨，中

信证券、长江证券的股价均在

2

个月间

翻倍，而在

12

月

8

日这两家公司股票均

以涨停收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