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化工董秘杨志国：

提升蓝星东大高端产品比例

收购方案被股东大会否决后，沈阳

化工近日推出新修改的草案，计划将收

购蓝星东大99.33%股权的议案再度推

向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秘杨志国表

示， 蓝星东大2014年上半年盈利已明

显好转，收购后将为沈阳化工带来稳定

的业绩支撑。 此外，公司将增加蓝星东

大高端产品比例，提升盈利能力。

大股东增加股价承诺

沈阳化工2013年10月公告，拟以

每股4.46元的价格， 向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蓝星集团发行不超过1.58亿股，

购买其持有的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99.33%的股权。 该方案此后

在股东大会上被否决。

今年11月28日，沈阳化工公告对

该定增方案进行修正。 对比两个方案

发现， 此次推出的新方案主要在定增

股份锁定期方面有所变动。 除了承诺

新增股份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上市流通外，蓝星集团还承诺，此次交

易完成后6个月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 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资料显示， 蓝星东大专注于研发、

生产、 销售环氧丙烷和聚醚多元醇，

2013年及2014年1-6月，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20.7亿元和12.47亿元，对应的净利

润分别为5416.05万元及3792.63万元。

此外，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的控制权将进一

步增强。此次交易前，中国化工及其控

股子公司蓝星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34.58%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

化工系持股比例将上升为47.24%。

评估增值率为37.83%

近年来，沈阳化工主业表现低迷，

迫切需要注入资产提升盈利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之前的方案被中小

股东否决，部分原因是担心蓝星东大盈

利能力，并对拟收购资产估值较高有所

质疑。而蓝星东大主业所在的环氧丙烷

和聚醚行业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蓝星东大

实现净利润10258.18万元，但2013年

骤降至5416.05万元。 杨志国表示，

2013年业绩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行

业竞争加剧， 整体盈利状况下滑所导

致。 但进入2014年，蓝星东大通过对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业绩已有明显

好转，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3792.63万

元。此外，大股东蓝星集团承诺了未来

三年的利润。 上市公司收购蓝星东大

后，主营业务盈利情况将得到改善。同

时， 重组后注入的资产可以带来协同

效应。

行业方面，杨志国指出，聚醚等行业

存在的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 低端产品

过剩，而高端产品不足。目前蓝星东大高

端产品占比在30%以上， 今后将进一步

提升高端产品比例，增强盈利能力。

资产估值方面，2010年， 蓝星清

洗曾将所持蓝星东大99.33%的股权

以1.77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蓝星集团。

而在此次交易中， 蓝星东大全部股东

权益的预估值约为7.1亿元，此次收购

标的对应资产预估值为7.05亿元，相

比三年前，增长了298.31%。

沈阳化工相关人士指出，2010年

蓝星东大从蓝星清洗剥离时处于亏损

状态，而2010之后连续盈利，净资产

达到5.19亿元。 此次评估增值率为

37.83%， 该增值率处于较低的水平，

价格处在合理区间。 前述人士同时表

示，注入蓝星东大只是第一步，未来集

团很可能将其余化工类资产装入沈阳

化工， 公司将成为蓝星集团唯一的化

工业务上市平台。（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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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软件拟定增募资10亿元

卫宁软件12月10日披露定增预

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周炜等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20亿元，拟用

于智慧医疗健康信息系统及其云服务

模式建设项目、 营销服务体系扩建项

目、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

资金。 公司股票12月10日复牌。

根据方案，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周炜认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

发行完成后，周炜、王英夫妇合计持有

公司的股份比例不低于25.43%，仍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告显示， 智慧医疗健康信息系

统及其云服务模式建设项目总投资

4.14亿元，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既有产

品线升级以及建立基于云平台的智慧

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及其运行环境基

础，建设期为2年。 据公司测算，该项

目达产后预计可 年新增净利润

6630.54万元。

此外，营销服务体系扩建项目、总

部基地建设项目拟分别投资1.56亿元

和1.5亿元，建设期均为2年。 同时，为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 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3亿元。

卫宁软件表示， 此次非公开发行

将有助于公司完善产品结构、 增加新

的业务增长点， 以及进一步挖掘细分

市场，提高市场覆盖的深度与广度，扩

大收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本次发行

不会形成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及资产

的整合。（戴小河）

人福医药加码医疗服务业务

人福医药12月10日公告称， 公司

决定出资2亿元注册设立老河口市人福

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其为平台为老河

口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管理服务，并投

资建设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

公告称，根据《关于促进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

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精

神，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公司计划未来3-5年与20家左右的公

立医院合作， 逐步进行医疗服务领域

的战略布局。公司表示，此举将有利于

加快公司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进程，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任明杰）

收购优邦公司80%股权

华电能源加码煤炭业务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华电能源12月10日公告称， 公司

决定收购东兴集团持有的优邦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2.8亿元。

公司表示， 此次收购可为公司所

属电厂提供稳定的煤源。 优邦公司长

发煤矿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四大产煤基

地之一的双鸭山市， 项目投产之后即

可为公司佳木斯热电厂提供高热值燃

料煤，也可为哈三、哈热及哈发电厂提

供高热值的稳定煤源， 对平抑黑龙江

东部区域煤炭价格和提升电厂经济效

益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此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在黑龙

江省获得更多的煤炭资源，争取更大的

发展空间。优邦公司长发煤矿项目所处

的双鸭山矿区年产煤炭1500余万吨，

以长发煤矿作为公司在双鸭山集贤地

区从事煤炭产业开发工作的起点，进一

步开发和整合周边煤炭资源及煤矿，提

高公司所属电厂煤炭自给率。

电子发票入账报销问题有望解决

□本报记者 康书伟

电子发票推广的一大障碍或将扫

除。 财政部正在征询反馈意见的《会计

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显示，电

子档案管理要求明确是修订中一项重

要内容，新增多项条款肯定了电子会计

档案的有效性和对纸质会计档案的可

替代性。

根据现行办法，采用电子计算机进

行会计核算的单位，应当保存打印出的

纸质会计档案。目前电子档案管理的法

律规范和技术手段已经较为成熟，要求

同时保存纸质和电子的会计档案意义

不大， 也大大增加了档案的管理成本。

因此，新办法删除了现行办法中必须保

存纸质会计档案的要求，并在第七条明

确了单位内部可仅以电子形式归档保

存的相关条件，第八条明确了单位从外

部接收的原始凭证，附有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的第三方认

证的电子签名，且同时满足第七条规定

条件的， 也可仅以电子形式归档保存。

新办法相应地对电子会计档案的移交、

销毁、利用等也提出了有关要求。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对于电子档案的相关规定的调

整，有望解决无法作为报销凭证入账这

一困扰电子发票发展的法律问题，对于

电子发票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与传统纸质发票相比， 电子发票具

有“无纸化、网络化、自动化”的特点，自

2013年启动试点以来已经获得了各方

认可。 但电子发票不能用于报销问题一

直阻碍着电子发票推广。 2013年12月，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

家档案局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

展电子发票及电子会计档案综合试点工

作的通知》， 进一步完善电子会计档案

管理制度。今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电子发票应用，

完善电子会计凭证报销、 登记入账及归

档保管等配套措施。而在试点应用方面，

今年6月27日，人保财险与北京市国税局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实现正式对接， 国内

第一张可报销企业电子发票诞生， 解决

了电子发票入账的技术问题。

森源电气拟300亿投资农光互补电站

森源电气12月10日公告，公司控

股子公司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8日与洛阳市政府签订了 《地面农

光互补电站建设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 协议约定，洛阳市政府营造满足

项目要求的建设条件， 郑州新能源以

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等方式， 投资约

300亿元，用3-5年时间，在洛阳市境

内根据项目所用地性质的不同， 以相

应方式依法取得与投资规模相对应的

项目用地使用权，建设3GW地面农光

互补电站。（戴小河）

巨龙管业拟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巨龙管业12月10日公告， 拟对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公司

董事会决定向证监会申请终止审查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 将再次向证监会递交申

请恢复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据巨龙

管业此前披露的重组方案， 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

游戏公司艾格拉斯10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

巨龙管业称， 鉴于目前游戏行业

市场情况， 艾格拉斯对战略部署和新

产品规划作了相应调整， 新产品全面

上线时间有一定延迟， 原预测业绩将

延期实现， 艾格拉斯拟相应对盈利预

测进行调整。（戴小河）

汉能薄膜发电总裁代明芳：

看好BIPV与民用端市场

□本报记者 王颖春

汉能薄膜发电（0566.HK）总裁代

明芳日前在澳门国际清洁能源论坛上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清洁

能源行业发展空间巨大，公司产能将逐

步释放，未来看好BIPV（光伏建筑一体

化）与民用端市场。

看好BIPV领域

中国证券报： 汉能设立了

BIPV

、户

用发电、柔性屋顶、汽车应用、电子产

品、 通用产品和特种产品等几个事业

部，请问最看好哪个领域？

代明芳： 目前看来，BIPV的市场

空间更大。公司BIPV项目还在初期阶

段，主要是总部大楼、厂房等示范项

目。 不过，光伏组件变光伏构件是一

个新生事物，尚有很多建筑标准有待

完善。 尽管如此，光伏幕墙仍有很大

发展空间。

农业设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农作物生长需要红光， 公司产品能让

红光透过，不影响农作物生长，同时还

能发电。

长远看， 光伏地面电站市场空间

有限。因为土地有限，补贴也不可能长

期存在， 因此民用端才是薄膜产品最

广阔的市场。 汉能未来将会B2B和

B2C一起做。 如可穿戴设备，利用太阳

能技术为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的设

备， 或者是通过太阳能为汽车提供动

力等领域。

中国证券报：此前汉能宣布了一系

列国际收购，这些技术路线的整合进展

如何？

代明芳：汉能始终坚信“生存的奥

秘在于技术永远领先” 。近年来，汉能先

后将四家全球领先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收入麾下，原有技术壁垒被打破，可以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技术资源的共享进

一步促进了汉能薄膜技术的提升。 经过

全球技术整合与自主研发，汉能掌握了

非晶硅、铜铟镓硒、砷化镓等多条全球

领先的薄膜发电技术，国产化的步伐逐

步推进。

国外光伏企业研发能力很强，但

规模能力不行。 国外劳动力、土地、设

备等成本高，大规模推广难度大。 而汉

能有自己的系统集成能力， 更适于做

光伏产品的规模化和本土化。 并购这

些公司后，利用他们的研发能力，生产

放到国内。

找对市场是关键

中国证券报： 汉能薄膜电池的产

能已经达到

3GW

， 未来通过何种手段

提高产能利用率， 把产能释放出去转

化为收入？

代明芳：前提是先找对市场，找对

了就会发现市场还是很大。 例如BIPV，

明年的产能可能都不太够用。很多技术

是收购过来的，收购过来后又投入了很

多研发，改进设备，改进工艺，因此产能

释放是一个分步转化的过程。 明年上半

年， 我们还要对一些设备进行升级改

进，使其更适合BIPV产品的特点。 明年

下半年随着调试逐步减少，产能将彻底

释放。

中国证券报：汉能发展过程中如何

解决融资问题？目前的主要融资渠道是

什么？

代明芳：民企跟央企相比，本身就

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包括资金、人才等

各个方面。融资只有跟企业发展战略匹

配，企业才能快速发展。 目前汉能的主

要融资渠道仍是银行贷款。 大股东质押

有一些，但不是很多。 汉能几十年来坚

持在清洁能源领域发展，这将是一个能

产生万亿市值伟大企业的领域。

金山股份28亿元收购铁岭发电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金山股份12月10日公告， 拟以

28.57亿元的价格购买华电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和辽宁能源投资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

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

后，金山股份装机容量、资产规模和盈

利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与铁岭发电的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也将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消除。

28.57亿吃进铁岭发电

根据公告， 公司拟分别向华电能

源和辽宁能源发行股份， 购买其分别

持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51%和49%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直接持有铁岭发电100%股权。

根据交易草案，此次股份发行价

格为4.83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总数

为59153.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40.51% ， 其 中 向 华 电 能 源 发 行

30168.36万股， 向辽宁能源发行

28985.28万股。 资料显示，公司与华

电能源均为华电集团的直接或间接

控股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

联交易。

资料显示， 铁岭公司的主营业务

为电（热）能的生产和销售，经营范围

涉及电力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

营等。 铁岭公司拥有6个发电机组，总

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2012年发电量

99.42亿千瓦时，上网电量92.47亿千瓦

时；2013年发电量98.93亿千瓦时，上

网电量91.88亿千瓦时；2014年1-9月

发电量78.28亿千瓦时，上网电量完成

72.80亿千瓦时。

公司表示，通过本次交易，华电

集团在辽宁省的主要发电资产注入

金山股份，公司的装机容量、资产规

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较大提升，有利

于巩固并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核

心竞争力。

此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

司表示，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285712.07万元，占公司2013

年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131994.15万元的216.46%，超过50%。

同时，本次交易属于《重组办法》规定

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

形，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另

外，此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减少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收购铁岭发电还将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公司与铁岭发电的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

资料显示，2010年华电集团间接

收购金山股份后， 华电集团控股的铁

岭公司与金山股份主要电力资产同处

辽宁省电网， 造成铁岭公司与金山股

份在辽宁省存在同业竞争。

华电集团下属的另一家上市公司

华电能源在2006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时， 华电集团作为控股股东为顺利推

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曾做出特别承

诺，“在华电能源股权分置改革完成

后， 以适当方式将华电集团拥有的铁

岭公司51%的股权注入华电能源。 ”

由于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等原因，

铁岭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2009年、

2010年、2011年持续亏损， 不具备注

入华电能源的条件， 因此华电集团一

直未能履行该特别承诺。 2012年、

2013年铁岭公司盈利状况大幅改善，

使得华电集团履行华电能源股改承诺

创造了条件。 2014年12月，华电集团

将所持铁岭公司51%股权转让给华电

能源。 但华电能源与金山股份之间存

在同业竞争。

金山股份指出， 公司已投运电力

资产主要集中在辽宁省， 与铁岭公司

处于相同电网， 铁岭公司与公司之间

存在同业竞争。 虽然华电能源已委托

金山股份管理铁岭公司， 但不能彻底

解决与铁岭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通

过本次交易，同业竞争将彻底消除。另

外，本次交易之前，公司与铁岭公司及

其子公司在销售燃煤、工程施工、设备

检修等方面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

后，铁岭公司成为公司子公司，上述关

联交易将彻底消除。 此外，铁岭公司与

华电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一定的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关联交

易将形成金山股份与华电集团之间新

增的关联交易。总体上看，有助于减少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收购中软华泰

北信源延伸信息安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北信源12月10日公告，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信息安全企业

中软华泰100%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

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将得到扩大。 公

司股票12月10日复牌。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社会对信息安全日益重视，信息安

全行业面临较大市场需求。

发力服务器安全领域

草案显示， 北信源拟向田秋桂、马

永清、 王俊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其持有的中软华泰100%股权；同时，

北信源拟向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不超过2666万元，拟用于支付此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及交易费用。 交易对方及其

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评估，中软华泰100%股权的评

估值为10102.68万元， 较所有者权益

295.94万元增值率约为3314%。 经交

易各方协商确定，中软华泰100%股权

作价 10000万元。 扣除现金支付的

2000万元交易对价，8000万元对价由

北信源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以发行

价格23.4元/股计算，发行股份数量为

341.8803万股。

中软华泰从事信息安全关键技术

研究，业务范围涵盖信息安全咨询及解

决方案、等级保护建设、安全产品开发

及销售、 信息安全工程建设等方面，客

户以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用户为主。

伴随中软华泰战略调整，核心产品

“节点-操作系统安全加固软件” 不断

成熟，服务器加固市场稳步扩大，中软

华泰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9月实

现净利润分别为-45.33万元、129.66万

元、349.64万元。

田秋桂、马永清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

中软华泰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度、2017年度实现的扣非后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833.33万元、1041.66万元、

1302.08万元、1627.60万元。

北信源是专业从事信息安全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软华泰在服务器

安全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北信源

表示，收购中软华泰一方面可以使公司

进入服务器安全领域，拓展信息安全产

品线；另一方面，双方能够实现优质客

户共享和交叉销售，有利于公司增加客

户覆盖并扩大市场份额。

安全产品客户粘性较高

市场预期，公司2014年的增长点是

国家重视信息安全所带来的需求增长。

从北信源2013年的分行业收入看，

政府、能源、金融、军工占公司营收的

77%左右，在信息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 这些客户对信息安全的需求在增

长。 华创证券认为，公司的产品具有一

定的客户粘性，表现在老客户采购从总

部向分支机构延伸，以及老客户对公司

新产品的二次采购。

北信源目前已形成终端安全管理

体系，可以覆盖资产、数据、行为、服

务等安全管理，可实现网络空间终端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终端安全管

理与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布局虚拟化

和大数据应用。 此外，微软XP停止服

务后，北信源金甲防线是第一款通过

国家权威机构测评认证的XP停服应

对保障产品。

此外，未来公司的业绩弹性看点还

在于海外销售和大数据产品线的开发。

海外销售方面，公司在马来西亚注册成

立了分公司，拟推出的产品主要是金甲

防线和终端基础产品。 公司内网大数据

分析产品开始在试点单位落地，盈利模

式是前期建设收费和后期服务收费。

重庆啤酒终止乙肝疫苗项目

重庆啤酒12月10日公告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将终止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

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

公告称 ，根据“治疗用（合成

肽） 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

随机、双盲、多中心 II期临床研究”

《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结论意见，同

时鉴于新药研制具有高风险、 高投

入、专业性强、周期长的特性，以及

征询相关各方意见等实际情况，公

司决定同意佳辰公司董事会做出的

不申请联合用药组的Ⅲ期临床试

验，并不再开启新的联合用药组II期

临床研究的决定。 同时，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不申请单独用药组的Ⅲ期临床试

验，并不再开启新的单独用药组II期

临床研究。 （任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