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定增募资60亿

联络互动加码互联网

联络互动拟再次大手笔加码互联网业

务。 公司4月7日晚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拟以不低于38.88元/股，向不超过10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5432.09万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60亿元，投资智能硬件、

联络金融服务平台、 渠道建设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将于4月8日复牌。

根据预案， 智能硬件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34亿元。 该项目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

对传统设备进行改造， 进而让其拥有智能化

的功能。 智能化之后，硬件具备连接的能力，

实现互联网服务的加载，形成“云+端” 的典

型架构，具备了大数据等附加价值。

联络金融服务平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4亿元。 该项目主要是为联络OS用户及未来

基于联络OS系列智能硬件用户提供信用支

付产品。 用户在通过联络金融服务平台购买

公司智能硬件产品后， 可以在授信额度内分

期付款并支付一定金额的分期手续费。

渠道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8亿元。

该项目旨在进行公司线下营销网络的建

设，通过在全国范围建立8-15家集体验、销

售、售后一体的旗舰中心，达到提升公司品

牌影响力及公司各种智能硬件产品的客户

体验。 （汪珺）

两公司一季度业绩增长

创业板表现突出

□本报记者 于萍

4月8日，裕兴股份、法因数控披露一季报。

受益于原材料价格下降、产品销量提升等因素，

两家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均出现同比增长。

根据同花顺iFinD的统计， 目前两市已有

68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一季度业绩预告， 约半

数预计一季度业绩实现增长或扭亏。 在披露一

季报预告的320家中小板公司中，有141家预增

或扭亏，占比约四成。 披露一季报预告的260家

创业板公司中， 预增及扭亏的公司家数达到

159家，占比超过六成。

裕兴股份首季达标

裕兴股份一季报显示， 公司一季度实现营

业总收入1.13亿元，同比下降13.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45.40万元，同比增

长29.73%。

裕兴股份以功能聚酯为载体， 以江苏省

（裕兴） 功能聚酯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平

台，积极探索功能聚酯材料的延伸加工。

裕兴股份表示， 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产

品结构的调整和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下

降、大力扩销特种太阳能背材用膜产品，同时

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利润增长。 根据公司

年度经营总体计划， 基本实现第一季度的经

营目标。

法因数控中报预降

法因数控一季报显示， 公司一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4792.09万元，同比下降24.3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34万元， 同比

增长4.6%。

一季度公司整体毛利率为35.53%，而去年

同期毛利率为28.72%。 公司称，集箱钻产品和

大尺寸角钢钻产品等新产品带动了公司整体毛

利率的上升。

虽然一季度业绩实现增长， 但法因数控

对上半年的经营预期并不乐观。 公司预计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1.89万元至643.78万元，同比下降0-50%。

公司称，受宏观经济及下游行业影响，客户生

产任务不饱满， 导致公司业绩可能会出现一

定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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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小微文化企业OTO

龙虎网拟参股文创公司

龙虎网 （831599）4月7日公告，公

司拟与南京江苏商报传媒有限公司、南

京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南京文创融合服务发展有限公

司。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15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30%。

公告称，投资成立“南京文创融合服

务发展有限公司” ，将依托南京文化产业

网建成服务平台信息化系统， 由新公司

负责平台建设和运营，努力实现“一门式

进入，一站式服务” ，为南京市广大文化

企业， 特别是小微文化企业提供线上线

下综合服务。 早期由南京市相关产业扶

持资金给予支持，后期通过产品服务、市

场开拓和增值服务实现运转平衡。

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南

京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是江苏省属重点

新闻网站， 也是南京市唯一重点新闻网

站。 公司2014年12月登陆新三板，拟转

型成为一个全媒体整合营销服务提供

商。（汪珺）

联手快钱支付

智慧能源拓展互联网金融

智慧能源4月7日晚公告称，公司与快钱

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以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充分

发挥双方优势，共同进行市场开拓。

按照协议， 公司子公司远东买卖宝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拥有 “一网两平台” 三大业

务———电缆网、买卖宝、中国材料交易所，将

与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在B2B金融服

务、供应链金融服务、账户服务、人民币网关

支 付 服 务 、VPOS-CP 支 付 服 务 、

VPOS-CNP及快捷支付服务、电子付款等领

域开展合作。 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可

提供的电子支付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网

关支付、大额支付、VPOS� 支付、外卡支付、

充值卡支付、电子付款、移动电话支付、固定

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 同时，充分整合

利用快钱客户大数据信息， 促进远东买卖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网两平台”快速发展。

公司表示，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公

司借助快钱的品牌优势、行业影响力及资源，

进一步完善子公司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互联网金融体系，加强信息流、物流、资

金流良好的互动生态圈， 为大数据服务等提

供重要支持， 从而实现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任明杰）

合并预案推出三月南北车市值翻三倍

新“中车” 或由老将继续掌舵

□本报记者 汪珺

合并案通过中国证监会和商务部反垄断审

核，南北车4月7日复牌再次双双涨停。 据中国

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去年12月31日发布

重组合并预案以来， 南北车各自股价涨幅均超

过300%。 根据两车最新市值估算， 合并后的

“中国中车” 市值将超5000亿元，仅次于中国

平安，名列A股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第9位。

谁将掌舵这个铁路整车装备“巨无霸” ？谁将

操刀下一步集团层面的整合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

调整、内部资源整合、产能整合？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内部渠道获悉，上市公司层面，北车现任董事长

崔殿国将有望成为新公司董事长， 南车现任董事

长郑昌泓有望成为党委书记， 北车现任总裁奚国

华有望成为总裁；集团公司层面，崔殿国将担任合

并后新集团的董事长， 郑昌泓将成为集团党委书

记，南车现任总经理刘化龙将成为集团总经理。

相关人士透露，“老将”留任的用意正是考

虑到合并过程中人员、 资源整合创新将要面临

的难题多多。从技术层面而言，上市公司合并路

径已走过大半，预计今年6月中旬将收官，集团

公司层面的合并料将于上市公司合并完成后的

半年之后启动。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中国中车” 将面

临内部人员、技术、产能、文化等一系列融合，真

正合并的征程还很长。

三个月市值涨了三倍

去年12月30日晚， 南北车联合发布公告，

宣布双方将在技术上采取中国南车吸收合并中

国北车的方式进行“对等合并” 。

资本市场对南北车合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12月31日南北车复牌后，股价震荡上行，在复

牌后三个多月时间里股价涨幅均超过300%。其

中， 中国南车12月31日复牌前的股价为5.8元/

股，4月7日收于18.69元/股，上涨3.22倍；中国

北车复牌前股价为6.45元 /股，4月7日收于

20.25元/股，上涨3.14倍。

停牌前，中国南车总市值约800亿元，中国

北车总市值约790亿元。 截至4月7日，中国南车

的市值已达到2579亿元，中国北车的市值已达

到2490亿元，均比停牌前翻了三倍多。 这也意

味着，合并后的新公司———“中国中车” 的市值

将突破5000亿元。

根据Wind数据， 截至4月7日，A股上市公

司中市值超过5000亿元的公司仅有8家， 按照

规模大小依次为中国石油、 工商银行、 建设银

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寿、中国石化、

中国平安。 排名第八的中国平安的最新市值为

7406亿元。 由此可见，“中国中车” 将仅次于中

国平安，位列A股上市公司市值第9位。

根据今年以来南北车发布的公告， 目前两

车合并已层层闯关， 分别获得了中国南车A股

和H股股东大会通过、中国北车A股和H股股东

大会通过、国资委批准、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

核准、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据相关人士介绍， 两车合并现在就剩下“H

股批准发行程序”要走。 由于两车合并的方案已

经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因此只是走一个程序。

“接下来要进行债权人确认， 需要45天时

间，之后开始停牌进行换股吸收合并。然后会召

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合并从资本市场技术层面而言就算完事了，中

国北车的壳会作退市处理。 ” 上述人士称。

老将或留任继续掌舵

在技术层面“过关斩将” 后，即将诞生的

“中国中车” 领导层及管理框架的设定自然成

为当前市场最关注的焦点。 而据中国证券报记

者从权威渠道了解， 上市公司董监高一把手或

均来自中国北车。

根据两公司此前发布的公告， 两家公司3

月30日同时举行了董事会， 会议提名崔殿国、

郑昌泓、刘化龙、奚国华、傅建国、刘智勇、李国

安、张忠、吴卓、辛定华、陈嘉强为合并后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其中，崔殿国、郑昌

泓、刘化龙、奚国华、傅建国为执行董事候选人，

刘智勇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国安、张忠、吴

卓、辛定华、陈嘉强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会议同时提名，万军、陈方平为合并后新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公开信息显示，崔殿国、奚国华、万军和陈

方平分别为中国北车的董事长、总裁、纪委书记

和监事会主席，而郑昌泓、刘化龙、傅建国和刘

智勇则分别为中国南车董事长、总裁、执行董事

和非执行董事。

根据程序， 即将于5月18日召开的南北车

股东大会将审议新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议案。

之后， 新公司首届董事会将选举产生董事长和

副董事长，再由董事长提名新公司的高管。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 上市

公司层面， 北车现任董事长崔殿国将有望成为

“中国中车”董事长，南车现任董事长郑昌泓将

有望成为党委书记， 北车现任总裁奚国华有望

成为总裁；集团公司层面，崔殿国将担任合并后

新集团的董事长，郑昌泓将成为集团党委书记，

南车现任总经理刘化龙将成为集团总经理。

监事会成员中， 现任中国北车纪委书记的

万军将可能担任“中国中车” 的监事会主席；陈

方平现任中国北车监事会主席； 还有一名职工

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开信息显示，北车的崔殿国今年已61周

岁，南车的郑昌泓今年7月也将满60周岁。 内部

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合并工作艰巨，而

“老将”威望较高，老领导掌舵“中国中车” ，有

利于重组整合过程中协调资源、推进改革，为继

任者铺路。

巨无霸整合要啃硬骨头

整合后市值超5000亿元的铁路装备巨无

霸———“中国中车” 能否延续整合前南北车的快

速发展态势，是市场人士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根据南北车年报，在铁路投资高位运行、海

外订单不断的利好因素推动下，2014年南北车

业绩不俗，净利润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中国北车2014年营业收入1042.90亿元，同

比增长7.25%； 净利润54.92亿元， 同比增长

33.03%；基本每股收益0.48元。 中国南车营业收

入1197.24亿元，同比增长20.48%；净利润53.15

亿元，同比增长27.61%；基本每股收益0.39元。

整合后的“中国中车” 将有许多“硬骨头

要啃” 。 一位公司内部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整合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一是人员整

合；二是创新资源进行产能整合；三是两公司的

文化融合。

“接下去马上要面临的就是总部人员的整

合问题。 两个公司总部共有员工近300人，中层

干部的安置尤为棘手。部门无增量，部长人数翻

番，只有一半的部门负责人能抢着座位。 ” 该人

士坦言，“另外， 两公司的文化差别也很大，整

合后如何相互融合也是难题之一。 ”

中国南车在年报中也坦陈， 整合后面临内

部整合风险。 公司称，由于中国南车、中国北车

各业务板块分布于不同的地理区域， 涉及下属

子公司较多， 两家公司合并将增加内部组织架

构整合的复杂性，对采购、生产、销售等各项业

务的整合到位也需要一定时间；此外，合并后公

司需要根据新的业务和管理架构进行人事整

合。因此，合并后公司如果不能实现采购、生产、

销售、人事、管理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将影响

合并后协同效应的发挥， 并可能导致短期内无

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华创证券机械分析师李佳认为， 南北车旗

下各子公司是市场运作经营主体， 合并初期对

于行业经营、订单、签约等的影响较小。 “短期

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长期看可能有关停过剩产

能的问题。 ”

3月产业资本减持创年内新高

□本报记者 张玉洁

3月大盘创出新高的同时，产业资本减持规模

也达到年内高峰。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今年

以来市场总体减持规模远大于增持规模， 减持次

数也要多于增持次数， 减持主体仍是大股东及管

理高层。 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成为重要股东增减

持的主要群体，其中3月份获重要股东增持的公司

环比出现大幅上升。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4月解禁

市值规模下降，市场减持压力将有所下降。

三月减持创历史新高

Wind数据显示，3月份共有429家上市公

司遭遇重要股东减持，共计遭减持股份52.69亿

股，变动部分参考市值为618.01亿元。

3月两市解禁市值居于高位， 是减持大幅

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南证券研究报告显示，

3月沪深两市限售股解禁后合计减持市值为

465.68亿元，比2月份增加138.94亿元，增加幅

度为42.52%，创出历史新高，其中，通过二级市

场减持218.89亿元，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246.79

亿元； 涉及上市公司387家， 比2月份增加143

家，增加幅度为58.61%。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是重要股东增减持的

高发地。 在遭重要股东减持的429家公司中，

175家公司为中小板上市公司，85家公司来自

于创业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合计占比接近61%。

从解禁数据来看， 未来一段时间内小盘股仍将

面临减持潮。

虽然每家减持的原因各有不同， 但各行业

呈现了不同的减持态度。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发现， 目前被重要股东减持最多的行业为电子

设备制造行业、 软件信息服务业和化学原料及

制品制造业， 这三大行业发生减持的公司数量

分别为40家、33家和26家。

中国重工成为“减持王”

3月份遭重要股东减持最多的5家公司分

别为中国重工、赛象科技、京东方、上海电气和

庞大集团。

中国重工遭控股股东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

动人减持9.18亿股，占总股本5%，参考减持市

值高达83.5亿元。中国重工表示，减持是公司控

股股东中船重工及大船集团、 渤船集团为了筹

集发展资金而开展的， 不排除上述股东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股份的计划。

市场人士指出，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大手笔减持或许是为了获得资金， 以为业务发

展以及后续集团资产注入做准备。 按照此前公

司关于解决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的进展公告显

示， 目前集团尚有10家公司未注入到中国重

工。其中，上海瓦锡兰齐耀柴油机有限公司已基

本达到触发条件，后续资产注入已排上日程。

中小板被重要股东减持市值最多的3家公

司分别为赛象科技、中科金财和山西证券。

赛象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高管

3月份共计减持1.41亿股，接近公司总股本四分

之一，套现逾24亿元。 经过一系列减持后，公司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新疆甬金通达及张芝泉

清空公司持股， 实际控制人张建浩持股下降至

3.72%。 不过， 巨量减持在一系列利好的支撑

下，并未导致赛象科技股价大跌。

中科金财第二大股东陈绪华减持市值达

11.4亿元。 山西证券大股东太原钢铁有限公司

自2013年1月以来减持山西证券9488.26万股，

减持部分参考市值约为9.34亿元。 在钢铁行业

整体陷入低迷的背景下， 山西证券股东太原钢

铁持续大手笔减持，或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

创业板中减持额度最多的3家公司分别是

上海钢联、 博腾股份和掌趣科技。 上海钢联表

示， 重要股东此次减持所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

支持公司电商生态体系的建设。 博腾股份的减

持主要 源自 “德 同 系 ” 3 家 战 投———DT�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 重庆德同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长三角创业投资企

业于3月25日、26日两天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75.5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掌趣科技被减持股数高居创业板首位。 公

司曾在3月2日、6日、10日、16日被高管及持股

机构减持2758.06万股。 机构股东华谊兄弟表

示， 此次出售掌趣科技股份是公司根据证券市

场情况择机对可供出售资产进行处置， 可以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产

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107家公司被增持

不过，3月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持环比有

较大增长。 数据显示，3月上市公司股东增持市

值共计53.93亿元， 比2月份增加31.99亿元，环

比增长超过1倍，涉及上市公司107家，较2月环

比增加40%以上。 其中尤以中小板和创业板公

司居多，占被增持公司的比重约达7成。

在这107家公司中，被增持市值排名前五的

分别为浙江龙盛、京投银泰、洽洽食品、海大食

品和恒顺众昇，增持部分参考市值分别为22.97

亿元、6.48亿元、3.07亿元、3.02亿元和2.34亿元。

浙江龙盛此次增持全部来自于公司高管通

过二级市场直接增持。 公司高管罗斌、项志锋、

阮伟祥等以个人身份共计增持8150万股，变动

部分参考价值达22.97亿元。其中，阮伟祥、项志

峰分别为公司第二、三大股东，增持后持股占总

股本比例分别为10.11%、4.24%。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尤其是高管或员工持股计划增持， 向市场

传达了看好公司未来的积极信号。

中国银泰于3月8日将其持有的京投银泰

流通股股份7892.97万股折价协议转让给程少

良。转让价格约为4元/股，约为其最新收盘价的

40%。 经过今年两次转让后， 程少良将持股

20.77%，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程少良的增持

其实是银泰系股东分家的延续。 去年程少良已

经通过相同方式获得银泰资源6.096%股份。 公

开信息显示， 中国银泰的两位最终自然人股东

为沈国军和程少良，分别持股75%和25%。

被增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最高的前5家上

市公司分别为京投银泰、新莱应材、浙江龙盛、

青海华鼎和洽洽食品， 增持部分分别占其总股

本10.65%、5.09%、5.01%、4.64%和3.59%。 其

中，青海华鼎的大手笔增持均来自于“牛散”沈

付兴。 公告显示，3月11日至17日，沈付兴通过

二级市场合计增持青海华鼎股票1422.2万股，

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比例为6%。 随后，沈付兴

经过数次短线交易，截至3月24日，持有青海华

鼎股票109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4%。

*ST二重拟借道股东大会实现主动退市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在通过要约收购主动退市的尝试失败之

后，4月7日晚，*ST二重公告称， 公司拟以股东

大会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 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批准后

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这已是*ST二重第二次尝试主动退市。此前，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国机集团向公司全体股东

发起全面要约收购，期限为2月26日至4月3日。 但

是，“截至要约期届满，预受要约股份数量未达到

约定的要约生效条件，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 ”

此次公司尝试通过股东大会来实现主动退

市。公司称，本事项尚须提交于2015年4月23日

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并须取得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同时须

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方能生效。

根据公告， 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

上市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启动

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保护机制。 国机集团于

2015年4月7日出具批复文件，同意二重重装以

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事项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后， 国机集团向包括异议股东在内的二重重装

全体股东给予现金选择权，价格仍然是2.59元/

股。 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与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为同一日，均为2015年4月16日。

关于公司下一步打算，公司介绍，已明确了

2015年打牢基础、2016年扭亏脱困的奋斗目标，

通过改善运行质量、改革体制机制、减轻企业负

担、加快产品转型升级等措施来改善经营业绩。

公司称，根据国机集团发展战略，结合二重

重装改革脱困进程，二重重装退市摘牌后，国机

集团在条件具备时， 将适时推进适合高端装备

研发与制造板块的相关贸易、 研发等资源与二

重重装进行资源整合， 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

能力。 不过，公司目前没有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还表示， 公司在具备重新上市条件的

前提下，将积极争取重新上市。 不过，目前公司

尚无重新上市的具体时间计划。

恒天天鹅

拟置入大股东军工业务

恒天天鹅4月8日公告称，恒天天鹅拟置

入控股股东华讯方舟全部军事通信及配套业

务，并将原有传统业务置出。

此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为华讯方舟

（母公司） 全部军事通信配套业务相关的资

产及负债及南京华讯100%股权、 成都国蓉

100%股权。 为了提高重组效率，华讯方舟全

部军事通信配套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整合

进入南京华讯后再置入恒天天鹅。

拟置出资产为恒天天鹅传统业务相关的

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具体为恒天天

鹅持有的除3.3亿元现金、 华鑫方舟51%股

权、 吉研高科60%股权及上市公司对吉研高

科的债权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

此次拟置入资产的预估值为16.50亿元，

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为11.32亿元。差额由资

产作价较低的一方向资产作价较高的一方以

现金方式进行补足。交易完成后，恒天天鹅将

原有传统化纤业务剥离， 保留发展前景较好

的基碳纤维业务， 并进一步发展军事通信及

配套业务。（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