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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情况

证券简称 增发进度

增发价格

(元)

4月17日收盘价

（元）

上涨幅度

（%）

增发数量

（万股）

募集资金

（万元）

所属申万行业

江苏三友 股东大会通过

6.92 39.80 475.14 73075.58 505683.04

纺织服装

大智慧 发审委通过

6.05 29.70 390.91 135583.87 820282.40

计算机

龙生股份 股东大会通过

7.15 32.58 355.66 100699.30 720000.00

汽车

华鹏飞 股东大会通过

20.02 78.01 289.66 1705.79 34150.00

交通运输

包钢股份 发审委通过

1.80 6.28 248.89 1655600.00 2980080.00

钢铁

南华生物 董事会预案

6.35 21.79 243.15 9500.00 60325.00

传媒

迪安诊断 股东大会通过

38.69 132.19 241.66 2600.00 100594.00

医药生物

延华智能 股东大会通过

5.66 19.22 239.51 1586.37 8980.60

建筑装饰

全通教育 董事会预案

82.87 275.15 232.03 340.90 28249.99

传媒

启源装备 董事会预案

18.03 59.11 227.84 5191.35 93600.00

电气设备

中元华电 董事会预案

11.67 36.99 216.97 4542.00 53005.14

电气设备

新研股份 董事会预案

12.73 38.85 205.18 7730.00 98402.90

机械设备

泰格医药 股东大会通过

26.92 81.83 203.97 1857.36 50000.00

医药生物

科达股份 股东大会通过

5.56 16.85 203.06 40021.67 222520.49

建筑装饰

索芙特 董事会预案

7.53 22.82 203.05 67994.69 512000.00

化工

天茂集团 股东大会通过

3.39 10.25 202.36 290560.47 984999.99

化工

大恒科技 股东大会通过

9.71 28.64 194.95 30895.98 300000.00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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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动态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热情高涨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市公司再融资热情空前高涨。 根据

Wind资讯统计， 今年以来已有超过百家上市

公司完成定向增发，两百多家上市公司正在推

进定向增发事宜，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因筹划定

向增发事宜正在停牌。

近半数公司股价翻倍

根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4月18日，今年

以来共有129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向增发。 其

中，沪市公司49家，深市主板公司23家，中小板

公司34家，创业板公司23家。这些公司合计定向

增发股份315.72亿股， 实际募资总额合计

2042.33亿元。

从发行规模来看，永泰能源发行股份数量

最多，为50.76亿股；其次为中纺投资，发行股

份数量为32.65亿股； 发行股份数量较大还有

TCL集团27.28亿股、华东科技19.06亿股、蓝光

发展16.78亿股、中达股份13.6亿股。 从实际募

集资金规模来看， 中纺投资募集资金最多，为

243.63亿元；募集资金规模比较大的还有华东

科技、 永泰能源， 募集资金金额分别达105亿

元、100亿元。

从认购方式来看，现金认购的居多。 湘潭

电化、辰州矿业、步步高、拓维信息、通源石油、

华宇软件等公司为资产认购，神州高铁、南京

中北、众合科技、雪莱特、久其软件、中纺投资

等公司为现金+资产认购， 冠豪高新增发为现

金+债权认购，湘电股份增发涉及现金、资产、

债权三种认购方式。

以4月17日收盘价为准，129家上市公司

中， 只有拓维信息一家公司股价低于发行价，

其余128家公司均实现增长。整体来看，近半数

公司股价较增发价已经翻倍。 具体来看，宜华

健康股价涨幅最大，涨幅达到703.35%；银河投

资涨幅超过5倍； 中达股份和三星电气涨幅超

过4倍；神州高铁、中纺投资、万达信息等7家公

司涨幅超过3倍。

根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4月18日，还有

116家公司定向增发获得董事会通过，129家公

司获得股东大会通过，苏州高新、科华生物两

家公司定向增发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深

天马A、兰太实业两家公司定向增发已经获得

国资委批准，大智慧、界龙实业、东软载波、包

钢股份、 唐山港5家公司已经发审委通过。 此

外，中科曙光、格力地产、华西能源等多家上市

公司因筹划定向增发事宜处于停牌中。

大股东认购积极

从已完成定向增发的案例来看，大多数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参与了定向增发，有些公司

关联方也参与了股份认购。

比如，TCL集团的定向增发发行对象包括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新疆九天联成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者为TCL集团

第一大股东， 后者为TCL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管理人员投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南京

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了南京中

北定向增发股份的认购，前者为南京中北控股

股东，后者为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

部分公司的定向增发尚未完成，但是在定

向增发预案中，一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是

关联方也表露出认购意向。 根据北辰实业4月

17日公布的预案，公司计划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数量合计不超过55432万股， 控股股东北辰集

团承诺按现有持股比例进行认购，即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34.482%。海南航空4月

14日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计划非公

开发行65.93亿股， 每股发行价格不低于3.64

元，募集资金不超过240亿元。 海航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拟认购30%-40%股份， 海航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为海南航空股东海航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国泰君安分析师在研报中指出，大股东通

过定向增发方式援助上市公司可谓一石二鸟：

一方面，跟二级市场股票回购一样，能起到稳

定股价的作用；另一方面，能为上市公司提供

流动资金。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锁定期长达三

年，意味着大股东对公司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定增助力转型

从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向来看，大致可分

为项目建设、收购资产、补充流动资金与偿还

银行贷款三类。 收购资产多是为夯实主业，或

者是围绕主业延伸产业链，或者是通过收购标

的抢占市场份额。但也有些公司寄望通过收购

资产进而转型，甚至是被“借壳” ，这些公司多

是传统行业公司，转型迫在眉睫。

“互联网+”大潮下，互联网领域标的成为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并购的目标。 主营鞋材生产

和销售的泰亚股份4月17日公布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计

划通过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上海恺英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价63亿元，本次交易

构成借壳上市。泰亚股份希望通过注入互联网

平台业务，实现主营业务的转型。 科冕木业计

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妙趣横

生95%股权、雷尚科技100%股权、Avazu� Inc.

和上海麦橙100%股权， 公司将由此布局网络

游戏和互联网广告业务，目前已更名为天神娱

乐。荣信股份则通过收购深圳市梦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推动电力电子设备的“互联网+” 。

一些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引入新的股东，期

待助力公司发展。 特力A此次定向增发前主要

业务为汽车销售及服务和物业租赁及服务，盈

利状况欠佳。本次发行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特

力水贝珠宝大厦项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要

业务向珠宝产业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定

向增发特力A引入新股东深圳远致富海珠宝

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永辉超市定向增发引入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牛奶有限公司），发行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永辉超市19.99%股权。 牛奶有

限公司系牛奶国际全资孙公司，牛奶国际是一家

领先的泛亚零售企业。 双方将加强在全球采购、

食品加工与安全、自有品牌产品的开发、高端超

市、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战略合作。

五矿稀土首季净利增12倍

五矿稀土4月20日晚披露今年一季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71万元，同比

增长373.98%；实现净利润295万元，同比增

长1258.38%；基本每股收益0.003元。

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增主要来自两方面原

因：一方面，部分稀土产品价格出现反弹，公

司结合市场变化加大销售力度， 在稀土价格

依然低于去年同期的情况下， 实现营业收入

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去年同期较低的利润基

数（2014年一季度利润161万元）。

2014年，由于稀土价格低迷，公司全年

仅完成1857吨产品销售， 同比大幅降低

60%，不到总产量的一半。（戴小河）

中国石化联手阿里云升级化工业务

自建云5月启用

□

本报记者 王荣

4月20日，阿里云共同宣布，公司与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石化）双

方将展开技术合作， 中国石化将借助阿里巴巴

在云计算、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部分传统

石油化工业务进行升级， 打造多业态的商业服

务新模式。

另外，针对“阿里收购中国石化5000座加

油站，试水能源O2O” 的传闻，阿里云有关人士

予以了否认。

石化自建云5月份启用

从去年12月开始， 阿里巴巴与中国石化展

开云平台建设合作， 搭建在阿里云上的石化专

有云已在今年2月份开通，并开始承载电商等业

务系统。据悉，采用阿里云技术的石化自建云预

计将在5月份启用。

3月27日，在中国石化集团信息化领导小组

会议上，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对工业化信息

化两化融合作了年度总结， 并提出了2015年的

计划。 傅成玉表示，实现两化融合，首先需要建

立一个统一、集成、共享的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平

台、物流平台、客户管理平台、支付平台在内的

信息化大平台、大系统。 其中，建设统一的云平

台和大数据平台，以及IT运维、移动应用系统，

是2015年的六大任务之一。

银河证券分析师预计，2015年，中国石化将

会把化工产品的销售搬到网上， 成立化工电商

交易平台， 中国石化将成为化工电商的 “京

东” 。

据介绍，2012年6月， 中国石化旗下电商

B2C网站“易捷网” 上线，提供食品、饮料、酒

类、百货、汽车用品、润滑油、生活服务等七大类

的商品。 2014年，中国石化携顺丰开“嘿客版”

易捷店试水O2O， 推动销售公司从油品供应商

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资料显示， 中国石化是中国最大的石油

产品（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等）和主要

石化产品 （包括合成树脂、 合成纤维单体及

聚合物、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化肥和中间石

化产品） 生产商和供应商， 是世界第四大乙

烯生产商。 目前，中国石化年物流运作量达到

1500万吨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及租赁有

70余个中转仓库，拥有4500辆铁路槽车，在长

江沿线拥有四个独立自有液体罐区和码头，

总罐容达32万立方， 物流服务的范围可以延

伸到全国。

为混改提供技术支撑

在阿里巴巴与中国石化就信息化达成合作

之前， 市场曾盛传阿里收购中国石化5000座加

油站，试水能源O2O。对此，阿里巴巴方面在4月

20日予以了否认。

2014年2月，中国石化在央企中率先启动混

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石化以旗下销售公司为平

台， 引入民营和社会资本，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营。 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混改引资，引入的投

资者包括腾讯、复星、新奥能源、海尔、汇源、顺

丰等不同行业的知名公司。 而传言的阿里巴巴

并没有在其中。

海通证券分析师指出， 中国石化销售公司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营的最大优势在于遍布全国

的3万余座加油站， 依托3万余个销售终端发展

包括汽车金融、汽车后市场在内的非油品业务，

依托几千万张加油卡、易捷网发展大数据、电商

业务， 将是公司在非油品业务方面拓展的主要

方向。 目前非油品业务在销售公司盈利构成中

的占比不足1%，而国外成熟市场上非油品业务

在加油站盈利中的占比可达到近30%，因而“我

们认为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非油品业务还有很大

发展空间， 与包括阿里在内的企业合作也会有

很大的想象空间。 ”

阿里云总裁胡晓明也透露：“双方将积极探

讨在物联网、车联网、金融支付、电商、O2O等多

个领域的合作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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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配互联网公司

运通四方转型汽配电商

运通四方 （830788）4月20日晚公

告， 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配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电商平台运营主

体，推动集团全面向互联网模式转型。集

团将依托积累多年的行业运营经验，重

塑互联网+趋势下的竞争力。

公告称，按转型整体部署，中配汽配

车型知识库模块已研发完成， 预计7月

初在运通四方各子公司所在的九个城市

试点运营，2015年底实现现有华南六省

全新模式的彻底转型，2016年在全国迅

速推广。

在产品能力上， 中配将覆盖国内各

类车型品牌及型号。 中配将集团积累多

年的车型知识库标准化， 为客户提供大

而全、一站式、纯正品质、精准的汽配产

品。中配销售团队将立足华南地区，将销

售网络逐步辐射国内和国外。 中配将目

标客户定位于终端修理厂、 主机厂服务

站、汽车车队等。

随着团队组织建设、电商平台研发、

供应链资源整合、互联网营销能力、服务

基础建设的提升， 运通四方还将引进供

应链金融、保险理赔定损、二次制造、二

手车及整车交易等项目， 打造行业车型

技术平台、供应链服务平台、物流平台、

行业金融平台为一体的汽车后市场生态

圈。 （欧阳春香）

政泉控股对方正证券

仲裁申请被撤案

方正证券4月20日晚公告，公司4月17日

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撤案决

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决定撤

销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对

公司提请的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争议案。

2015年1月5日，方正证券收到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DGT20141271号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及随附的

《仲裁申请书》、《仲裁补充申请书》等资料，

政泉控股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提出对公司的仲裁申请。

4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撤案决定》，根据仲裁申请人政

泉控股提交的“撤诉申请书” 及《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的规定，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决定撤销本次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争议案。

方正证券称， 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已撤销本案， 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截至公告日， 根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公司所持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5.17%股权、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69%股权及公

司提供的3000万元现金等担保资产仍处于

冻结状态。 公司将申请尽快解除对上述资产

的冻结或担保。（李香才）

线上线下业务比翼齐飞 国际医学牵手阿里打造云医院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国际医学4月20日晚公告，公司与东华软件、

阿里云于4月20日在杭州共同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协议有效期内，三方同意主要但将不限于

云计算、大数据、未来医院、智慧商业、移动支付

等领域进行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与服务、市场

营销与拓展等全方位的研发与实施，以共同推进

线上医疗领域、商业领域等云计算、大数据业务

的发展。 公司股票4月21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根据公告，公司、东华软件、阿里云将互为面

向市场拓展的重要盟友，共同建设互联网医院、居

民健康大数据平台和商业云平台， 基于三方各自

上市公司及旗下子公司的优势资源， 共同拓展未

来市场， 公司确定全资子公司西安开元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开展医学诊疗平台和智慧商业

平台建设，将依托阿里云的云计算产品及服务，开

展其未来医院（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就诊、远程会

诊、健康大数据等）和商业板块（包括但不限于移

动支付、O2O互动营销、BI�分析等）的平台建设。

东华软件全权委托下属控股公司东华智慧

城市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合作具体参与方与

实施方， 为公司提供基于阿里云计算平台的未

来医院咨询、设计、建设、运营、应用开发等相关

服务；阿里云为公司、东华软件提供云计算产品

及服务， 在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情况下， 向公

司、 东华软件引入阿里巴巴集团内所有相关资

源、服务（支付宝服务、天猫商城等），并由各方

商讨具体合作模式。 公司、东华软件、阿里云三

方共同推进在合作领域相关的产品培训、 生态

系统建设、市场营销与拓展等工作。

协议签署后， 三方将紧紧抓住国家对互联

网+、医疗改革和医疗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的良

好机遇，充分发挥三方资源互补优势，共同打造

中国“未来医院”典型案例。

分析人士表示， 该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国际

医学线上线下的医疗业务将比翼齐飞。 国际医

学多年来自行投资建设并运营了西安高新医

院。 线下高新医院的硬件支持和运营经验为未

来网络医院的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公司

即将打造的网络医院将带来更多的患者流量。

凭借阿里云与东华软件多年的业务积累和资

源， 国际医学的网络医院具备其他远程医疗机

构所没有的竞争优势。

拟定增募资20亿元

盾安环境牵手中广核

盾安环境4月20日晚发布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公司计划向舟山如山汇金壹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广核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1.74亿股，发

行价格为11.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2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制冷配件自动化技改

项目、微通道换热器建设项目，并偿还银行贷

款、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告，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拟

认购金额为1.5亿元，认购股数1302.08万股。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中国广核

集团有限公司、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广

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另外，北京领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为中国华电

集团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 核电巨头中广核以及

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华电集团的入股， 体现

了对盾安环境发展的信心， 未来它们之间存

在拓展更多业务合作的可能。（高晓娟）

去年净利增1.41%

贵州茅台一季度净利增长18%

□本报记者 王锦

贵州茅台4月20日晚公布2014年年报以及

2015年一季报。 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双双实现正增长；2015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增幅分别达14.69%和17.99%，且预

收账款比年初大增89%。 这印证了业界关于茅

台基本面已经见底、今年业绩将回升的判断。

茅台酒去年营收增5.4%

2014年度， 贵州茅台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

产品基酒58,735.49吨，同比增长11.90%；实现

营业收入315.74亿元，同比增长2.11%；实现净

利润153.50亿元，同比增长1.41%；基本每股收

益13.44元。 公司拟对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

1股，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3.74元（含税），共

分配利润51.09亿元。

年报显示， 公司核心产品茅台酒2014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306.37亿元， 同比增长5.44%，毛

利率略微下滑0.91个百分点至93.67%； 公司系

列酒实现营业收入9.35亿元，同比下滑49.87%，

毛利率也下降9.59个百分点至57.20%。

贵州茅台称， 牢牢把握发展酱香酒这一主

导产业地位不动摇，以“做强茅台酒，做大系列

酒” 为战略定位，坚定茅台酒高品质、高品位的

路线，保持高端白酒优势地位，确保高端市场稳

定增长；同时进行下属子、副品牌的有机整合、

升级，实施“大力培育中坚品牌” 战略，推进营

销模式转型， 至少打造两个系列酒品牌成为全

国化中高端品牌，成为公司的主要业绩增长点，

实现中低端市场有效扩张。

一季末预收账款大增89%

贵州茅台同时公布的2015年一季报显示，

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44亿元，同比

增长14.69%；实现净利润43.65亿元，同比增长

17.99%；基本每股收益3.82元。

一季度末， 公司预收账款余额为27.91亿

元，比年初的14.76亿元增长89.09%。 公司解释

称， 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经销商预付的货款增

加所致。

公司表示，根据行业现状、市场形势和公司

的发展战略， 预计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长1%左右。

申万宏源分析师陈嵩昆在最新研报中指

出，茅台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恢复，经过调整后

达到最好的经营状态，开始第二阶段的增长。凭

借这一轮调整的正确应对， 茅台已经成功独霸

800元以上高档酒市场，其市占率、品牌力都达

到了最好的状态；同时，本轮调整中，茅台成功

由政务市场切换到稳定的商务、个人市场。预计

未来茅台的业绩增速在10%-15%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