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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5月出台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有望提速

□本报记者 于萍

住建部网站4月13日消息，为进一步推进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 住建部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

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培训班。 住建

部部长陈政高指出，建设综合管廊，要建立一个

新体制，要实行企业化运营，政府给予补贴。 城

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5月末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我国已提出在36个大

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潜在

市场需求将超过500亿元。

建设大幕拉开

在此次培训班座谈会上，陈政高表示，综合

管廊建设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节省

投资，对拉动经济发展、改变城市面貌、保障城

市安全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综合管廊又称共同沟，是实施统一规划、设

计、施工和维护，建于城市地下用于敷设市政公

用管线的市政公用设施。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

家，共同沟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在系统日趋

完善的同时，其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但目

前在中国，仅有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沈阳等

少数几个城市建有综合管廊。

光大证券分析人士认为， 综合管廊未能大

面积推广的原因不是资金问题， 也不是技术问

题，而是意识、利益纠葛等所造成。

不过，从目前政策导向看，有关部门对于建

设综合管廊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陈政高表示，

综合管廊的建设不仅拉动经济， 还是城市建设

的拐点和转折点。 我们在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方

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5月末出台，这是从

事综合管廊建设的重要依据。

陈政高强调， 要把综合管廊建设纳入法治

轨道。 建设综合管廊一定要达到当代国际标准，

但必须因地制宜。 新区可以全面推开，老区要适

情而做，可以结合地铁建设、河道改造、老区改

造、道路改造等进行。 建设综合管廊，要建立一

个新体制，要实行企业化运营，政府给予补贴。

市场空间打开

相关政策的出台， 给城市地下管廊建设铺

平了发展道路。 业内人士认为，城市管廊潜在市

场容量有望超过500亿元。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中曾提出，用3年左右

时间， 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

合管廊试点工程； 中小城市因地制宜建设一

批综合管廊项目。 新建道路、城市新区和各类

园区地下管网应按照综合管廊模式进行开发

建设。 申万宏源研究员认为，仅按36个大中城

市试点项目粗略测算， 潜在市场需求至少在

500亿元以上。

根据住建部披露的信息，2014年12月，首

个地下管线综合管理试点在山东省德州市签

约。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示范引路、以

点带面的方式， 提升全国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

理水平。

据了解， 部分上市公司已开始从事地下管

廊建设等相关业务。以蓝英装备为例，早在2012

年，公司便签署了《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

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合作合同》。光大证券研究

显示， 蓝英装备在2012年-2013年分别确认了

该项目2.6亿元、5.9亿元的收入。 蓝英装备2014

年年报中披露，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收

到部分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建设项

目第一笔回购款1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纳川股份、龙泉股份、青龙

管业、 国统股份等公司均涉及供排水管网等相

关业务， 政策的推进将进一步提升地下管网建

设的预期。

海南航空拟定增募资引进37架飞机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海南航空4月13日晚公告称，公司拟以不低

于3.64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5.93亿股，募集

资金不超过240亿元， 用于引进37架飞机项目、

收购天津航空48.21%股权及增资项目和偿还银

行贷款。 公司股票4月14日复牌。

加速运力扩张

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110亿元将用于

引进37架飞机， 包括波音B737、B787及空客

A330系列飞机。海南航空称，在引进37架飞机后，

每年将为公司合计增加营业收入约97.21亿元。

公司表示， 鉴于国内民航市场及宏观经济

环境的持续向好， 引进37架飞机是公司未来三

年整体机队规划的重要安排， 机队规模增加将

直接提升海南航空的运力。 飞机作为航空公司

的核心资产， 增加机队规模将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并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据了解,2014年， 海南航空共引进运力24

架，退出8架。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

飞机共计169架。

海南航空还积极加速航线扩张。 根据公司

2015年夏秋航季规划， 海航将开通包括北京-

圣何塞、重庆-罗马、上海-波士顿、上海-西雅

图在内的多条洲际航线。 国内和地区航线业务

方面，海航也计划新开通80余条国内航线。

航线扩张刺激公司运力规模增长。公司3月

26日公告， 拟与波音签署引进30架787-9飞机

的协议，交易总额将达到77亿美元。

推进航空主业整合

此次发行完成后， 海南航空拟以募集资金

80亿元收购天航控股持有的天津航空48.21%

的股权并向天津航空增资。 公司目前持有天津

航空39.06%的股份，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天

津航空的控股股东。

海航表示， 此举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运营规

模，增强竞争实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有助于

天津航空扩大航空载运能力、降低运营成本、进

一步增强区域竞争力。

2012年， 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与股东海航

集团作出解决同业竞争承诺：2015年8月前将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包括天津航空、西部航空、北京首都航空、

香港航空在内的航空公司股权注入海南航空；2017

年8月前将持有的所有航空业务全部注入海南航空。

在2014年年报中，公司再次重申了上述承诺。

随着集团网络战略布局的成型以及子公司

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成熟， 海航集团兑现减少同

业竞争承诺的客观条件有望成熟。 此次公司收

购天津控股48.21%股权， 是公司推进航空主业

整合的开端，相信未来整合工作将加速。

子公司Echosens引进三家战略投资者

福瑞股份转型医疗服务商提速

□本报记者 戴小河

福瑞股份4月13日晚间公告，控股子公司法

国爱科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Echosens）将进

行股份重组，拟按1.4亿欧元估值，以股权转让

和增资扩股形式，引进三位战略投资者，并获取

8254万欧元现金，其中3000万欧元用于肝病领

域的研发与并购，5254万欧元用于福瑞股份

O2O慢性肝病管理建设及相关医疗业务。 此次

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 福瑞股份仍是Echo-

sens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51%。

外资巨头入驻

根据公告，福瑞股份和Echosens与凯辉中

法（并购）基金、奥博资本和卢森堡阳光国际签

署投资协议，三位战略投资者对Echosens增资

3000万欧元， 同时福瑞股份全资拥有的福瑞卢

森堡公司向三位战投转让部分Echosens股权，

获得现金收入5254万欧元。

其中，凯辉基金、奥博资本和卢森堡阳光国

际分别出资4000万欧元、1800万欧元、2454万

欧元。 增资完成后,�福瑞股份将持有Echosens

公司51%股权。 凯辉基金管理规模超过9亿欧

元，医疗健康是其重点投资领域。奥博资本为全

球最大生物医疗投资公司， 管理净资产总额约

140亿美元。

法国Echosens是国际肝病诊断领域的领先

企业，福瑞股份于2011年6月以2000万欧元全资

收购。 公司拥有对肝脏硬度及脂肪变进行无创

定量检测设备FibroScan，已获准在全球87个国

家进行销售， 其中70余个国家2000多家医院已

进行临床使用。在被福瑞股份收购后，Echosens

每年实现了30%-40%的销售收入增长。

福瑞股份董事长王冠一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Echosens与三家战略投资者强强联合，有

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投资与管理经验。 ”

凯辉基金董事长蔡明泼表示，Echosens具有深厚

发展潜力，市场份额更预期不断增长。凯辉的加入

将助力公司进一步开拓中国和北美市场。

福瑞股份称，Echosens引进战略投资者，

旨在利用国际医疗健康优势资源做大做强肝病

诊断业务。 福瑞股份将通过其投资平台实现更

大规模的投资并购。

转型医疗服务提供商

上市伊始，福瑞股份以“肝纤维化诊断治

疗” 为核心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业务涉及

肝病诊断设备和全线治疗药品， 实现向医疗服

务下游扩张。 公司表示，将从制药企业转型成医

疗服务提供商。

在国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大背

景下， 福瑞股份开始涉足医疗服务领域。 2012

年，福瑞股份宣布投资4亿元在乌兰察布市建设

福瑞健康科技园，园区包括医疗中心、康复治疗

中心、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药品物流中心等。

今年3月福瑞股份宣布与内蒙古医科大学成立

投资管理公司， 运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蒙中

医院。 此外，福瑞股份与众多医院合作设立“爱

肝一生健康管理中心” ， 打造医疗服务终端，实

现对肝病患者的长期管理服务。

持续不断获得国外先进肝病诊疗技术与肝

病管理模式成为福瑞股份快速发展的重要动

力。 此次引进战略投资者，除了推动Echosens

加强企业管理，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外， 将加大

Echosens在福瑞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E-

chosens将被打造成肝病诊断技术引进平台，福

瑞股份将把国外技术资源与国内市场资源进行

有效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差旅天下“互联网+” 战略成效初显

□本报记者 傅嘉

吉林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差旅天下” ）2014年营业同比增长83.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60.57%。 公司通

过互联网技术提升差旅效率， 业绩维持高速增

长。 差旅天下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

司专注于为政府和企业等提供更符合中国特色

的差旅管控服务，将实现更多子领域覆盖。

“互联网+” 战略初见成效

差旅天下专注为大型企事业单位集团、中小

企业和VIP个人客户量身打造差旅管理和服务

外包“一体化解决方案”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

电子商务综合技术，实现差旅管控和采购。 差旅

天下总经理张云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

目前可以为客户平均降低15%-26%差旅成本。

差旅天下在2014年报中表示， 未来的目标

是转向“软件信息服务业” 。 公司将以传统商务

服务业为依托，大力发展软件信息业务。

具体到业务结构方面，2014年， 差旅天下新

增“服务费收入”占公司总营收达33.47%；代理收

入方面，2014年部分航空公司代理费率逐步下

调，公司代理收入较上年仍增长近四成，而所占主

营收入比重由58.09%下降到44.18%。 公司表示，

将继续加速向新兴电子商务平台产业模式转型。

小行业 大市场

差旅管理（TMC）是指企业在专业的差旅

管理服务公司协助下， 对差旅活动进行整体规

划、全面执行监控。

目前中国TMC行业普及率低、 集中度低、发

展水平不高，市场空间却非常巨大。根据艾瑞咨询

提供的数据，2012年商务旅行市场总体容量达到

了8540亿元，2014年市场容量在3200亿元以上。

TMC行业属于典型的“小行业、大市场” 。

目前国内不到10%的企业选择使用TMC服务。

但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整合资源、统一管理、

专业服务的重要性， 这促使TMC行业以每年

15%以上的速度成长。

“差旅天下拥有十年以上差旅管理和服务外

包从业经验，为汽车行业、电力行业、医药行业、政

府机关及事业单位众多客户提供服务。 ”张云松

表示， 中国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参与主体与国外相

比有着非常大的迥异，公司将吸取欧美TMC行业

的成熟经验，整合融入中国本土客户的独特需求，

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差旅管理和服务外包” ，

提供更符合中国特色的差旅管控服务。

布局“互联网+” 青青稞酒筹划控股中酒网

□本报记者 王锦

“互联网+” 热引来酒类公司布局，青青稞

酒4月13日收市后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采用受让

中酒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老股东股权及

认缴中酒酒业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 投资取得

中酒酒业的控股权。 该投资事项正处于筹划阶

段，具有不确定性。

中酒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为酒类电子商务，即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地方畅

销品牌以及进口优秀品牌等酒类商品线上零

售。 中酒时代即为业界所熟知的中酒网，中酒网

董事长赖劲宇4月13日表示，目前仅是意向性公

告，一切以青青稞酒官方正式公告为准。

拟控股中酒网

青青稞酒对于酒类新兴渠道的并购意图早

已有之。 2014年12月份，青青稞酒董事会秘书

王兆三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一直在

考虑对白酒业务进行整合收购， 包括对源头青

稞相关种植方面的整合、 对白酒相关的兄弟公

司的整合以及对新兴渠道的整合等。“收购计划

一直在考虑，也有在考察。 ”对于潜在收购对象

的条件，王兆三表示，“同公司要有一定互补性，

最关键的是渠道。 ”

成立于2012年的中酒网除了拥有B2C平台

之外，自2013年提出酒类O2O模式。 赖劲宇介

绍， 中酒网作为国内领先的酒水O2O平台运营

商，目前已经在全国开设中酒网O2O酒行（线

下实体店） 上百家，2015年将进一步加大线下

招商加盟业务，O2O业务模式会继续覆盖全国

更多城市区域。

赖劲宇认为， 电子商务将推动中国酒业的

变革。传统白酒生产企业和酒水电商的结合，一

方面能够提升销售额， 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加电

商渠道，从而推动酒企转型。

根据青青稞酒此前披露的业绩快报，2014

年，青青稞酒实现营业收入13.55亿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5.76%；实现净利润3.17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15.2%。 公司称，受白酒行业调整影响持续,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公司由于加大市场营

销力度和管理支出，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大。

青青稞酒在此次公告中表示， 该投资事项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前， 酒行业已有酒企收购电商渠道的案

例。 今年2月份，通葡股份以约6669万元的对价

控股九润源。 九润源系以销售白酒为主的互联

网电子商务公司，已获得包括四特、洋河、习酒

等多个酒厂授权的互联网经销商资格。

中酒网将间接上市

如果此次青青稞酒控股中酒网得以实现，中

酒网也将因此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在酒类流通领

域， 目前1919酒类连锁已于2014年登陆新三板，

另一家酒类电商酒仙网也正在积极寻求上市。

今年成都糖酒会期间，赖劲宇曾表示，电商上

市路径通常有几种， 一为挂牌新三板等待转板机

会，但A股上市太慢，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二为赴

港上市，但市盈率太低；三是境外其他市场上市，但

酒是特殊商品，国外上市对酒类电商不是很认可。

赖劲宇比较推崇通过并购间接上市，“今年

中酒网将采用并购方式完成上市。 多轮融资的

方式易导致创始人被资本绑架， 而借助并购渠

道实现上市，可以降低早期投资人风险，有利于

实现快速扩展。 ”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酒网被并购也是无奈

之举。 中酒网此前曾抛出年内将O2O酒行开到

1000家，并在3年准备破万家的计划，扩张也需

要大量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1月份，酒业传统渠

道巨头银基集团宣布战略投资中酒网。 根据银

基集团披露的公告，股权协议完成后，银基将拥

有中酒时代酒业20%股本权益。 不过，中国证券

报记者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酒

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单中并未

出现银基集团。 截至2015年2月12日，在投资人

变更信息一栏中， 变更后中酒时代的股东为包

括中酒网董事长赖劲宇在内的10名自然人。

暴风魔镜增资

获多家公司追捧

4月13日晚，天音控股、爱施德发布公告，

拟参与“北京暴风魔镜科技有限公司” 的增资

扩股，而大股东暴风科技放弃优先认股权。这家

公司之所以受到多家A股公司追捧， 主要是缘

于其虚拟现实技术。借助虚拟现实眼镜，普通的

电影可以在手机上实现IMAX效果。

多家公司参与增资

4月13日晚，暴风科技发布公告称，参股公

司暴风魔镜拟进行增资扩股， 公司放弃本次对

暴风魔镜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股权。 本次增资完

成后， 暴风魔镜的注册资本由260万元增加至

320.9877万元， 公司持有暴风魔镜股权比例由

增资前的38.46%变更为31.15%。

尽管暴风科技放弃了认股权， 不过暴风魔

镜却引来了多家其他A股公司追捧。 天音控股

公告称，子公司天音通信以自有资金投资1500

万元， 交易完成后， 天音通信将持有暴风魔镜

5%股权；爱施德全资子公司北京瑞成汇达科技

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900万元， 交易完成

后，瑞成汇达将持有暴风魔镜3%股权。 华谊兄

弟（天津）互动娱乐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投资

2400万元，交易完成后持有标的公司8%股权。

天音控股、爱施德等公司在公告中表示，虚

拟现实技术作为新技术，未来在视频娱乐、体育

直播、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潜力，行业前景较好，未来需求将持续增长。 暴

风魔镜拥有国内顶尖的虚拟现实技术研发团

队，已推出国内第一款头戴式显示器设备，通过

此次投资，公司将提前涉足虚拟现实业务。

虚拟现实技术受关注

暴风魔镜是暴风影音正式发布的第一款硬

件产品，是一款虚拟现实眼镜，在使用时需要配合

暴风影音开发的专属魔镜应用， 在手机上实现I-

MAX效果，普通的电影即可实现影院观影效果。

业内人士介绍，真实幻觉（Virtual� Real-

ity，简称VR）是近年来出现的高新技术，也称

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 虚拟现实是利用电脑模

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视觉、听

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

观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

虚拟现实是未来科技的趋势之一。 英特尔

参与投资的虚拟现实公司Avegant，正在开发一

种叫做Glyph的虚拟现实头盔，可以直接在用户

眼前投射视频。 2014年，Facebook以20亿美元

收购了虚拟现实技术公司Oculus� VR。 Face-

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指出，该公司计划将

现实世界纳入到Facebook的虚拟围墙里。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暴风魔镜的用

户数近24万，APP日活跃用户数最高超1.4万，

产品仍处于初级阶段。（刘兴龙）

福达股份

拟定增募资12亿元

福达股份4月13日晚间公告， 拟不低于

17.36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970.04万股，募

集资金不超过12.1亿元， 用于新增5000根船用

发动机曲轴项目、 产品升级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4月14日复牌。

其中， 此次募集资金4.5亿元拟投入新增

5000根船用发动机曲轴项目，该项目建设期约为

24个月，建成达产后销售收入约为4亿元，利润总

额约为8804万元， 项目的投资利润率为19.39%；

4.6亿元投入产品升级及智能化改造项目，包括桂

林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襄阳曲轴产

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

和乘用车离合器产品升级改造项目、福达锻造数

字化及智能化锻造技术升级项目以及桂林齿轮

客车螺旋锥齿轮与乘用车螺旋锥齿轮技术改造

项目；3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福达股份表示，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完成，

公司新增产品技术领先、市场前景广阔，将为公

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欧阳春香）

上海医药

推进商业模式创新

上海医药副总裁任健4月13日表示， 公司

2015年的发展思路可以总结为： 精益化制造、

降本增效、质量至上；以互联网思维推动模式创

新；适应新常态，面向市场快速响应；迎接新挑

战，倒逼变革力破千亿。

任健是在参加“首届中国（上海）上市公

司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系列活动” 访谈时透露上

述内容的。 他表示，医药研发制造方面，将通过

优化研发管控体系，推进中试产业化基地建设，

规范研发项目管理，持续提高新品贡献率。医药

营销方面，持续优化营销中心运营模式，进一步

聚焦重点产品。生产制造方面，优化生产基地布

局，加快制造能级提升。 医药服务方面，加快并

购和物流建设，完善网络布局，通过供应链服务

模式创新，提升客户服务水平；通过供应链管理

能力提升，提高经营质量、提升市场份额；通过

电商公司的设立快速切入处方药O2O销售，提

前进行战略布局。

今年3月， 上海医药成立了大健康云商公

司，着力打造线上平台和线下网络，定位处方药

O2O销售、健康管理服务及贸易型电商。 任健

表示，上海医药进军医药电商业务，具有网络优

势、药品采购品种优势、成熟的线下解决方案以

及团队优势。 从网络来看，2010年上海医药收

购上药众协，布局电商业务。目前上药众协在超

过20个省有专业药房。 （黄淑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