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豪科技去年净利增3倍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泰豪科技2月15日晚间发布

年度报告。 2014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9.21亿元， 同比增长

16.76%；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5859.59万元，同比增长299.32%，

基本实现了公司年初制订的经

营目标。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

对于2015年规划，公司指

出，将继续专注主营业务，利用

资本手段助力公司产业发展，

提升盈利能力， 积极关注相关

领域的并购机会，并做好2014

年非公开发行的延续工作；同

时加大军工装备产业现有产品

的研发升级，推动与科研院所、

军工集团的深度合作， 实现军

工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此外，公

司还将快速整合公司现有电网

产品产业链， 抓住电改契机打

造电力运营平台及电力整体解

决方案， 加快电源产品营销模

式的转变，形成规模效应，提升

盈利能力。

用友“抢人”力推企业互联网

□本报记者 王荣

春节前夕， 用友网络启动

2000多名互联网人才招聘计

划。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严绍

业2月14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透露， 新增人员主要

从事企业互联网服务和互联网

金融业务。

据介绍，为配合公司“全

面进军企业互联网” 战略，用

友网络2015年预计将投入超

过5亿元资金。 严绍业指出，

2015年企业互联网进入实质

发展期， 未来五年将是中国企

业互联网市场爆发性成长的黄

金时期， 用友网络急需要抓住

机遇扩充人才。

瞄准企业互联网

目前公司员工 总量在

12000多人，此次新增2000人，

员工数量增加近20%。

严绍业表示，这2000多人

主要用于互联网服务和互联网

金融两个业务板块， 包括技术

研发、 业务运营、 大数据分析

等。其中，互联网服务板块新增

1500人左右，互联网金融业务

板块新增500人以上。

据了解，阿里巴巴、百度、

腾讯等互联网企业2015年都

将企业互联网作为业务增长

点， 阿里云也一直希望打造一

个企业软件基础平台。 此次用

友拟大规模增加互联网人才，

企业互联网人才争夺战也将进

入白热化阶段。

严绍业表示， 企业互联网

更需要懂企业管理和企业业务

（含金融业务）的人才，将通过

项目制孵化创新管理办法，使

得业绩突出者获得高额收益。

用友部分创新项目将获得孵化

并独立发展， 核心团队可以参

股。“去年已开始项目制、公司

制试点，效果非常好。 ”

个人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已

经有很大的发展， 但企业互联

网发展才刚刚开始。 “这是用

友网络扩充人才的关键因素之

一。 ” 严绍业称。

业绩进一步承压

据介绍，2015年，用友在企

业互联网服务业务投资5亿多

元，大部分是人力资源成本。 而

2014年前三季度， 用友网络实

现营业收入24.06亿元，同比增

长1.5%，净利润亏损5556万元，

亏损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支付、

P2P等新业务上增加了投入。

由于人员大扩充， 公司

2015年人员成本增加不少，业

绩将进一步承压。 “公司将强

化效益化经营， 保证利润的增

长。 ” 严绍业介绍，去年下半年

用友明确了企业互联网业务的

顶层设计， 此次招聘根据互联

网服务、 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

而设定，预计2015年用友网络

的企业互联网用户将成几何倍

数增长。

2014年， 面向小微企业，

畅捷通平台推出的企业互联网

服务发展迅速。其中，会计家园

累计获得超过100万的会计专

业用户；易代账、工作圈和客户

管家发展迅猛，预计2015年将

达到60万家企业。

长江证券分析师指出，畅

捷支付交易额2014年增长率

超过100%，友金所亦突破2亿

元，均表现不俗。预计今年畅捷

支付将覆盖5000家商户，交易

规模破千亿元； 友金所今年交

易突破12亿元， 最终挤进P2P

行业前十。

2015年，软件业务、互联网

服务、互联网金融将形成公司发

展的三驾马车。大规模招募互联

网人员打响了用友全面进军企

业互联网的第一枪。但在加大新

业务投入的同时，如何确保软件

业务的效益化增长是公司面临

的一大问题。

上海国资流动平台首单花落上汽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上汽集团2月14日公告，

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 （集

团）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

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拟将所

持上汽集团股份划转至上海国

际集团。

上海国际集团是上海两大

国资流动平台之一。 目前上海

国资流动平台在稳妥推进。 此

次上汽集团股份划转也是上海

国资流动平台实质启动开出的

首单。

平台首单花落上汽

而此前召开的2015年上

海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 上海

市国资委主任徐逸波介绍，上

海国资流动平台投资决策委员

会已经成立， 资本流动项目正

在稳妥推进。仅仅过了一星期，

上海国资流动平台临近年末开

出首单。

公告显示， 根据上海国资

国企改革的整体部署， 为推动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开展实质性

运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有股份无偿

划转协议， 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3.34亿股股份划转给上海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划转完成后，上

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不再持有

上汽集团股份， 上海国际集团

持有公司3.03%股份。

对于划转至流动平台的

股权如何操作，上海国有资本

运营研究院秘书长罗新宇认

为，国资流动平台的基本逻辑

是建立国资委监管、平台管资

本运营、国有企业管经营的新

格局，最终目的是推动国企进

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二次

混改” 。 “股权划转到平台之

后， 运作的空间随之打开，可

以借助各种形式实现股权融

资、吸引战略投资者，具体操

作形式将创新、多样。” 上海市

国资委人士称。

国资改革持续推进

临近年关， 上海国资国企

改革并未放缓节奏。

2月10日， 上海仪电 （集

团）有限公司揭牌，由企业法

人改制为公司法人迈出重要一

步， 此举将为深入推进混合所

有制、实现股权多元化、运行市

场化、资本证券化，以及为未来

整体上市创造条件。 上海市国

资委企业改革处副处长全卓伟

表示， 上海将推进一批大企业

进行公司化改制， 这将成为上

海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看点。

此外， 上海电气集团近期

再次启动对旗下资产的整合，

公司以1.47亿元挂牌转让旗下

持续亏损的上海电缆厂有限公

司100%股权。 此前，上海电气

集团董事长黄迪南表示， 争取

在3-5年的时间内实现整体上

市， 以上海电气为整体上市平

台， 集团总公司存续企业通过

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定向增发

等途径， 使优势资源向上海电

气集中。

上海文化传媒国资国企

改革也在继续推进。 据悉，上

海报业集团将进一步推动报

业集团和上市公司的协同发

展，上市公司平台有望进一步

整合相关资产。 上海文广方面

继续推进百视通吸收合并东

方明珠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有望在3月底前完成所有相关

手续。

物产集团欲打造流通4.0新型综合商业

□本报记者 周文天

在与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

贸研究中心2月15日联合主办的物流4.0

研讨会上，浙江物产集团发布《流通4.0行

动指南（讨论稿）》。 物产集团表示，将按

照流通4.0要求，加快构建钢铁、化工、能

源、粮食、外贸等O2O电商集成服务平台，

打造流通4.0新型综合商社。

率先提出流通4.0

物产集团董事长王挺革说，如果把生

产-流通-消费这个模式叫流通3.0版，现

在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将进入供应链集成

时代，即流通4.0版，其核心是通过互联网

把供应商、制造商、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

起，实现以需求为导向，专业化分工细化，

在为上下游客户创造价值中实现自身的

价值。 这是商业模式重大创新，是物产未

来发展的目标。

“工业4.0”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信

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打造高度灵

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生

产模式。 与之相对应，流通是国民经济

的先导性行业、基础产业，是价值实现

与价值创造的过程，在国民经济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浙

江物产集团率先提出“流通4.0” ，促进

流通业商业持续转型创新与企业持续

发展。

对于物产集团未来发展， 王挺革认

为，要形成“一体两翼” ，即集成服务为主

体、金融和实业为两翼的“轻（集成服务

商、金融业）、重（不动产）、高（高端制造

业）” 产业格局，继续打造提升钢铁电商

平台、出口综合服务平台，突破商业模式

与流程。“流通4.0的关键就是不断满足消

费者或客户的需求， 打造新的商业模式，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物产集团整体上市

2月13日， 停牌4个月的物产中大公

告，拟向物产集团全体股东综资公司、交

通集团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向

煌迅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物产国

际9.60%股权，并向浙江物产2015年度员

工持股计划、天堂硅谷融源等9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26.29亿元， 物产集团拟作价104.89

亿元整体上市。 这标志着浙江国资国企

改革第一单———浙江物产集团正式启动

整体上市。

物产中大副董事长王竞天在此前的

投资者说明会上表示， 待重组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在原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主要业务板块包括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

服务、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房地产业务、

金融服务，并在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

基础上延伸发展机电、能源、节能环保等

相关制造业。

物产集团相关人士表示，作为浙江

省首家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即将整体上

市企业， 要按照流通4.0的产业组织和

上市公司运行管控准则， 创新组织架

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激发团队的创

造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时代

平台化运作的供应链集成服务水平，在

为市场和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提升

企业价值。

中国证券报记者15日获悉，物产集团

将打造一批产业电商平台， 包括中拓钢

铁、上海大宗钢铁、浙金电商等钢铁电商

平台；汽车云服务、元通汽车商城、新能源

汽车等汽车电商平台；义乌通、保税通、产

业通等外贸电商平台；物融通、石化中心

等化工电商平台。

据悉，物产集团以大宗商品流通与生

产性服务为主业，经营范围涉及国内外贸

易、现代物流、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投资

六大领域， 旗下拥有400余家成员企业、2

家上市公司、1所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和1所物产管理学院。2013年，物产集团

实现收入345亿美元，排名《财富》2014

世界500强企业第34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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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影视公司迎春节档“红包”

□本报记者 姚轩杰

羊年春节即将到来，电影春节档已是

硝烟四起。 据悉，大年初一（2月19日）就

有7部国产片同时上映， 包括备受关注的

《天将雄师》以及综艺真人秀电影《爸爸

去哪儿2》和《爸爸的假期》等。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春节档已经成为

电影市场最重要的档期之一，今年春节档

影片数量创下新高， 但票房竞争激烈，预

期春节7天总体票房将超过去年的14亿

元，而多家影视上市公司的参投也有望助

其一季度业绩增长。

厮杀春节档

去年春节档，大制作电影《西游记之

大闹天宫》票房超过10亿元，而由综艺真

人秀衍生的电影《爸爸去哪儿》收获票房

达7亿元。 彼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影热

映引发业界人士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今

年春节档， 大制作电影和综艺电影的数量

都比去年多，代表作是《天将雄师》、《爸

爸去哪儿2》。

多位券商分析师认为，《天将雄师》有

望超越去年《大闹天宫》的票房，成为10亿

元级别影片；但《爸爸去哪儿2》遭遇同题材

的《爸爸的假期》分食票房，最终票房或不

及去年。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大年初一（2

月19日）上映的7部国产片共有7家上市影

视公司参投或发行。 具体而言，成龙新作

《天将雄师》由*ST松辽收购的耀莱文化、

华谊兄弟等公司投资；《钟馗伏魔：雪妖魔

灵》的投资方包括宋城演艺参股的大盛国

际、光线传媒、万达院线的关联公司万达

电影等； 由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 《狼图

腾》由中影股份、阿里影业等投资；综艺电

影《爸爸去哪儿2》由湖南卫视旗下子公

司天娱传媒、乐视网关联公司乐视影业投

资；由《爸爸去哪儿1》电影原班人马打造

的《爸爸的假期》由华录百纳子公司蓝色

火焰、北京时代星空传媒等公司投资；《澳

门风云2》主要由博纳影业投资；《冲上云

霄》由光线传媒等公司投资。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七部影片集中上

映使羊年春节档的竞争更加 “白热化” ，

从去年年底贺岁档表现来看，春节档期前

景比较乐观。今年春节档期的票房表现预

期总体将超过去年， 去年同期票房为14

亿元。

多家公司分享“红包”

记者从北京新影联院线、保利院线等

院线人士处了解到， 从具体排片情况来

看，春节档第一梯队将以《天将雄师》为

代表，投资最大、明星阵容最强，应该会占

整个档期30%以上的排片。 第二梯队预计

是《澳门风云2》以及两部“爸爸” 系列影

片，多为合家欢类型的影片，题材占优、契

合春节档需求；第三梯队则是其他电影。

多位电影界人士认为，《天将雄师》

因为成龙主演、 特技效果堪比好莱坞水

准而有望拔得头筹，预期票房在8亿元以

上，最高可能达到15亿元，超过《泰囧》

成为华语片票房冠军。 招商证券认为，若

该片最终票房达到10亿元左右，加上1月

份上映的综艺电影《奔跑吧，兄弟》票房

超过4亿元，华谊兄弟一季度业绩有望出

现较大幅度增长。 去年春节档，华谊兄弟

基本无大片上映， 仅有一部小制作爱情

电影《前任攻略》票房达到1亿元。

而宋城演艺参股公司大盛国际出品

的《钟馗伏魔：雪妖魔灵》，一些影院经理

也预估票房可能达到5亿元左右。 腾讯电

影事业部参与了该片投资和营销，借助微

信这一覆盖面广泛的营销平台，该片的票

房保证比其他电影要强一些。

不过，业内人士预计，两部“爸爸”

系列影片正面冲撞，同质化严重，或将难

以复制去年《爸爸去哪儿1》大电影的7

亿元票房，但3亿元以上的票房或并不困

难。 这对两部电影的投资方乐视影业、华

录百纳来说也是大丰收。 毕竟该类型电

影的投资相对都比较低。

哈药集团医药公司拟置入三精制药

□本报记者 马越 尹哲辉

三精制药2月14日公告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情况。 根据公告， 本次重组交易

方式为重大资产置换， 置入资产为哈药

股份持有的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98.5%股权， 置出资产为三精制药全部

医药工业资产及负债（保留医院类等少

量资产）。

公司表示，截至目前，公司正在积

极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已与

国泰君安证券签订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

及评估工作已完成，相关债权人同意函

及国资部门评估备案文件也已顺利取

得，公司董事会会议文件准备工作已接

近尾声，将于近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等议案并及时公告。 预

计公司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十五个工

作日。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多地调研

集成电路产业获强力推进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近期频

频出手，各地也在纷纷出台集成电路产业

政策并推出相关产业基金，推进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 据行业人士透露，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仍在密集调研考察相关

产业企业， 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将形成若干个主要产业

平台，行业将进一步整合。 有企业人士指

出，国家产业基金目前运作顺利，但部分

地方配套的投资基金进展缓慢，相关企业

目前仍在寻求转型升级，政策扶持之外产

业支撑点仍待探索。

做大做强产业平台

2月14日，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华芯投资管理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基金的管理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紫光集

团联合宣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将

向紫光集团集成电路及相关业务板块投资

1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将向紫光集团提供

200亿元意向额度，支持紫光集团在集成电

路及相关业务板块的发展。目前紫光集团正

在进行集成电路相关资产的整合重组。

2月13日， 港股公司中芯国际宣布与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达成投资协

议，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将以0.6593港元/

股认购47亿公司新发行股份，涉及金额达

31亿港元。据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蒋守雷介绍，目前国家做大

做强中芯国际这一集成电路产业平台的

意愿强烈，不排除未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加大对中芯国际的投资。市场分

析人士表示，中芯国际背后大唐电信集团

将获得的发展契机。

据华芯投资战略部总经理周玮介绍，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一个

重要指向，就是依托骨干龙头企业促进产

业资源整合，推动骨干龙头企业优化治理

结构，促进兼并重组，着力推进国际并购，

推动一批企业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相关企业迎发展契机

据蒋守雷透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近期考察了上海多家集成电

路企业，上海部分集成电路企业将获得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 而国家

基金的“选秀” 不仅仅在上海，北京、深

圳、武汉、江苏等省市都是基金重点关注

的产业聚集区，其中上海的“华虹系” 企

业、武汉新芯等都将迎来发展契机。

上海某集成电路企业高管称。 近期有

消息称，上海将再筹建500亿元集成电路产

业基金，产业基金呈现“一浪高过一浪” 的

状态。 但据上述企业高管称，去年11月由上

海市创业引导基金与武岳峰资本共同发起

设立的百亿规模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信息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目前 “大概只募集了

30%左右” ，且未来投资基金的具体操作还

有很多细节需要确定。

拓墣产业研究所研究员王笑龙认为，

国内芯片产业的大爆发、企业的成长需要

寻求更大的出海口，让更多的终端搭载集

成电路产品。“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资金支

持，而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创新升级，但国

内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不足，” 上述企

业高管认为。

腾讯与小米曲线入股

掌趣科技43亿收购三游戏公司股权

□本报记者 傅嘉

去年7月初停牌至今的掌趣科技公布

重组谜底。 公司2月15日晚间公告， 拟以

43.04亿元的交易对价， 并购晶合思动

100%股权、天马时空80%股权、上游信息

30%股权，并募集10.76亿元配套资金。 值

得注意的是，腾讯、小米两家互联网巨头

分别持有晶合思动和天马时空的股权，凭

借本次重组，两家公司也实现了对掌趣科

技的“曲线入股” 。 公司股票2月16日开市

起复牌。

并购规模创新高

掌趣科技此次收购案规模创下了国

内游戏产业并购新纪录。掌趣科技在连接

收购多家游戏公司之后，依在通过并购迅

速扩大规模。

财报显示，2012年至2014年，掌趣科

技分别实现净利润0.82亿元、1.54亿元、

3.07亿元至3.38亿元。 其中，并购动网先

锋、玩蟹科技和上游信息（此前已收购上

游信息70%股权， 本次收购剩余30%股

权）给公司带来了巨额回报，公司市值也

直上突破200亿元。

本此重组预案显示， 掌趣科技将向杨

鑫淼、于超、戴志康、东方博雅、同创投资、

红杉投资、腾讯产业、世纪凯华以非公开发

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形式， 购买其持有的

晶合思动100%股权， 交易对价约为21.38

亿元；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刘惠城、邱祖光、李少明、杜海、天

马合力、 金星投资合计持有的天马时空

80%股权，交易对价约为18亿元；拟向刘智

军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形式， 购买其持有

的上游信息剩余30%少数股权， 交易对价

约为3.66亿元。 此外，公司拟向不超过5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10.76亿

元配套资金。

资料显示，天马时空主攻重度ARPG

游戏门类，运营过ARPG类网页游戏《怒

斩》，去年10月上线了手游《全民奇迹》；

晶合思动主攻休闲游戏细分市场，曾开发

运营了《猎鱼高手》、《大城小将》、《口袋

大厦》等移动休闲游戏；上游信息开发运

营了《塔防三国志》，目前已运营约两年

半，其去年6月上线的《回到三国志》，仅

半年累计充值金额便突破2200万元。

掌趣科技表示， 通过此次收购，公

司全面覆盖卡牌、重度ARPG、休闲、竞

速、射击、体育、策略塔防等主流游戏类

型， 成为行业内产品门类最全的研发、

发行商。

腾讯小米入股

值得注意的是，预案显示，腾讯产业

基金持有晶合思动18%股权，小米全资子

公司金星投资则持有天马时空10%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腾讯和小米两家互联网巨

头将实现曲线入股掌趣科技。

交易方案显示，在掌趣科技并购晶合

思动的方案中，腾讯在获得1.75亿元现金

外，将持有3.27亿元掌趣科技股票。 在天

马时空的并购案中，金星投资将获得0.87

亿元现金、1.27亿元掌趣科技股票。

掌趣科技表示，公司渠道已经涵盖三

大类， 包含苹果APP� Store、 腾讯开放平

台、360平台、91手机助手等第三方专业游

戏运营平台；以中国移动游戏业务平台为

主的电信运营商平台； 以及筑巢新游、欢

畅游戏、游戏豆子、手游大联盟等自有游

戏平台。

“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将拥有在

微信游戏和手机QQ游戏平台上运营的

游戏产品， 打通与腾讯公司游戏平台的

业务合作；同时，通过与陌陌合作在研游

戏 （晶合思动研发授权陌陌独家运营的

一款游戏将于今年二季度上线运营），建

立起与陌陌游戏平台的合作关系。 ” 掌趣

科技在重组预案中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