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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火爆

上市公司热衷打新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新股神话不断上演， 尤其是暴风科技3月24日上市

至5月11日收盘已收获33个涨停板， 令不少上市公司纷

纷行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TCL

集团、南方汇通、百大集团、杭锅股份、茂业物流等上市公

司纷纷公告利用闲置资金进行新股申购及投资申购新股

类基金产品，涉及资金规模相当可观，而热衷打新、炒新

的佛山照明、新华保险等公司更是收益不少。

“抢食” 新股

5月8日，百大集团公告，公司拟在不超过3亿元的额

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 用于购买德邦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购新股方向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基金投资的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年内。 百大集团欲借道新股

申购基金方向的基金产品分得打新收益的一块蛋糕。

同样在5月8日，杭锅股份也抛出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基金投资的方案。 公告称，拟在不超过3亿元额

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循环使用。公司方面称，“公司以风险较低的打新基

金为主要投资对象” 。

不同于百大集团和杭锅股份等“曲线” 涉足打新的

情况，TCL集团、南方汇通、茂业物流等“抢食” 新股盛宴

更为直接干脆。 南方汇通4月23日公告，拟以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为限，进行新股申购证券投资，“所认购新股

自其上市当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全部卖出” 。茂业物流4月

11日公告， 公司拟合理安排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

资，投资包括新股申购、股票投资、保本类型委托理财，投

资金额上限不超过3.5亿元，其中用于新股申购和股票投

资的金额合计不超过5000万元，用于股票投资的金额不

超过2000万元。

TCL集团的出手更是十分“阔绰” 。 公司公告，为进

一步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 提高短期财务投资

收益，公司将低风险投资理财额度从56亿元提高至90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47%。 公司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标的包括新股网下申

购、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等，并明确“成功申购的股票，原

则上应在上市后一个月内出售” 。

收益真金白银

国金证券人士认为，上市公司热衷打新、炒新背后的逻

辑，一方面，公司确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的需求；另一方面，

目前市况下，新股的风险相对较小，其收益也相对确定。

南方汇通公告显示，截至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

额（合并数）为2.55亿元，其5000万新股申购证券投资的

额度仅占其中的小部分。

佛山照明一季报披露的证券投资情况显示， 公司一

季度持有或交易的股票包括2只老股国信证券、 韶能股

份以及13只新股。 据悉，佛山照明所持新股均为打新中

签所得，13只新股的最初投资成本共计18.30万元， 截至

一季度末公司卖出了其中9只，获益20.48万元，未卖出的

4只期末账面值为13.42万元， 公司合计浮盈15.60万元，

占公司2014年证券投资收益157.19万元的10%左右。

上市公司热衷新股， 从自身资金理财需求以及实际

收益上来讲都是盘活资金、获得投资回报的不错途径。上

述国金证券人士认为，目前新股在短期内不会降温，上市

公司对新股的热衷将持续， 甚至会有更多的上市公司通

过直接申购、 购买新股申购基金等形式去获取新股的投

资收益。

不过，上市公司闲置资金打新、炒新只能作为资金合

理流动的一种方式，只是一种“调剂” ，绝对不能是公司

的“主业”或者是重点业务。“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度’ ，

公司将很危险。 ” 一位上市公司高管指出，上市公司如果

花太多精力在打新、 炒新上， 而不是切实做好自己的业

务，对公司股东以及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都是潜在风险。

金新农溢价收购盈华讯方涉足互联网+

□本报记者 王锦

又有一家农业领域上市公司涉足互联网

+。 因筹划重大事项自2月3日起停牌的金新

农（002548）5月11日晚公告称，公司拟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以合计不超过5.248

亿元对价收购盈华讯方80%股权， 并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3.673亿元。 公司股票将于5月

12日复牌。

根据方案，本次收购对价不超过52480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比例为35%，剩余65%

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发行价格为9.30元

/股。金新农停牌前的2月2日收盘价为10.84

元/股。

盈华讯方定位于电信运营商计费能力

服务提供商， 主要基于电信运营商计费能

力，向数字文化和数字娱乐型（移动）互联

网网站提供小额充值服务。 根据截至本预

案签署之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标的资产

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作出的预估， 盈华讯

方80%股权的预估值约为52,544万元，预

估增值率约为1,370.19%。 交易对方承诺，

盈华讯方经审计的2015年度至2017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将分别不低于4100万元、5000万元和6000

万元。

与此同时，金新农拟向金新农2015年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陈俊海等6人非公开发

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673亿元，用于支付

现金对价、 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税

费，发行价格为9.57元/股。

金新农称，通过此次并购，公司可以利用

盈华讯方的人才团队、技术储备等优势，建立

生猪养殖服务平台， 利用互联网技术汇聚生

猪养殖户； 通过建立以养殖业为主要服务对

象的互联网金融运营平台，为生猪养殖场、饲

料经销商等公司目标客户提供资金支持服

务；通过搭建互联网销售平台，为公司未来饲

料产品的网上销售与展示、 重点区域的品牌

猪肉业务开展奠定基础。

间接控股方内部重组

绿庭投资理顺股东关系

绿庭投资5月12日公告称， 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俞

乃奋、绿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俞乃筠、俞乃雯的通知，

绿洲投资进行内部重组，俞乃奋、俞乃筠及其控制的绿洲

投资、绿庭香港、绿洲科创，与俞乃雯及其控制的绿庭咨

询解除在上市公司的一致行动关系，此后各自独立行使

在上市公司的投票权，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一致行动。

根据协议，俞乃雯不再持有绿洲投资的股权，其将通

过间接控股绿庭咨询而拥有绿庭投资6.71%的权益；绿

洲投资通过其全资控股的绿庭香港和绿洲科创分别拥有

绿庭投资15.65%和5.17%的权益，合计20.82%；俞乃奋

仍为绿庭投资实际控制人。

对这次间接控股方绿洲投资股东的内部重组，绿庭

投资董事长俞乃奋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将进一步

加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可

以更好地支持上市公司，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好地实施战

略转型，做强做大。（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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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家上市公司大玩“更名秀”

三大动机需甄别

□本报记者 于萍

今年以来， 上市公司纷纷上演 “更名

秀” 。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年初至今已

有71家上市公司发布涉及更改公司名称的

公告，其中有33家涉及变更股票简称。 “更

名秀” 的背后折射出不少上市公司开始向

新兴产业领域延伸触角，有的是主业已经彻

底转型，有的是宣布未来战略方向，有的则

仅仅为“赶时髦” 。

三大动因隐现

梳理上市公司变更名称的原因，一是由

于实施资产重组，导致主业变更，从而更换

新名；二是为了突出主业或新业务的品牌而

改变名称；还有一种则是业务并未发生明显

变化，却先披上了时髦的“新马甲” 。

从今年发布的改名公告来看，由于资产

重组等原因导致的主业变更是上市公司更

名的重要原因。

2014年天一科技完成了资产出售及发

行股份购买景峰制药100%股份的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业务实现了由泵类业务和电气产

品业务向医药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转

变。 2015年4月，天一科技变更公司简称为

景峰医药。

2014年飞乐股份通过置出资产、 发行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中安消技

术有限公司股权。 重组完成后，飞乐股份主

营业务转型为安防系统集成、安防产品制造

及安防综合运营服务业务，中安消实现借壳

上市。 2015年3月，飞乐股份公告名称变更

为“中安消” 。

*ST仪化、*ST传媒等公司也均因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而主业发生根本改变，从而更

换公司名称。

还有一类上市公司更名的主要原因是

为了突出主业或使公司名称更能体现战略

和发展，从而在品牌塑造、市场拓展等方面

发挥更大的效用。

宜华地产2月初公告将更名为宜华健

康。 公司称，在收购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有

限公司100%股权及参股深圳友德医科技有

限公司后，公司的业务已经超出了地产的范

围，健康医疗服务收入以后将成为公司主要

业务收入来源，也将成为公司今后的主要业

务发展方向。

兴源过滤的主营产品包括压滤机设备

及配件、水利疏浚及堤防工程、环保设备、环

保工程等。 由于环保业务快速增长，兴源过

滤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兴源环境。

与上述更名的公司相比，还有一类公司

变更名称更多是为了“赶时髦” ，而公司的

实际业务并未发生相应改变。

多伦股份近日宣布，公司拟更名为匹凸

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

P2P等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领域转型。 公司

改名一事收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函。多伦股份

回应称：公司目前未开展相关业务，控股子

公司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开

展互联网配资业务，该业务属于一种P2P业

务，与公司拟正式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有

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相同。 目前母公司并

无相关的人员配置等，也未正式开展业务。

业绩有待释放

上市公司变更名称反映出公司业务布

局或经营重心有所改变，但更改名字和战略

调整并非是治愈所有公司的“良药” 。 从一

些更名后的公司经营来看，其业绩并未得到

有效释放。

由于主营业务经营不善导致大幅亏

损，湘鄂情在尝试涉足生物科技、影视文化

等业务后， 在2014年宣布从餐饮酒店业转

向计算机云技术，并更名为中科云网。 披上

互联网的“新马甲” 后，中科云网却并未从

泥潭中脱身。 2014年公司亏损6.8亿元，净

资产为-8641.8万元。 受此影响，中科云网

已经“披星戴帽” ，股票简称变为*ST云网。

除了经营上的压力外， 中科云网还面临巨

大的资金缺口。除了“ST湘鄂债” 的付息压

力外， 由于未按时支付北京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其他费用，近

日中科云网还收到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发来

的《通知函》，北京国际信托向北京市中信

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对公司的财

产予以强制执行。

传统行业在面临经营困境时进行转型

升级本无可厚非， 但是一些公司贸然涉足

全新的行业， 需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经营管

理风险。

熊猫烟花3月23日公告称， 拟变更公

司名称为“熊猫金控” ，并将以互联网金

融领域作为公司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随

后，上交所下发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详细

说明。 公司回应称，（拟）投资设立的包括

金融信息服务、众筹、小贷及支付等一系

列公司中，只有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

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正

式运营，其他公司尚处于创办期，未正式

运营。公司预计在2015年年内将大部分的

烟花业务处置完毕。

无论是熊猫金控还是即将改名的多伦

股份， 都将业务转型点放在互联网金融上。

然而，两家公司的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却均

处在发展初期。 有券商分析人士指出，部分

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缺乏持续发展的潜力，希

望借助并购市场热点项目进行转型，但重组

转型需要详尽的战略规划，在进入新领域时

还要面对经营及团队建设的考验，能否实现

长期发展还有诸多挑战。

警惕市场炒作风险

从上市公司更名后所涉足的领域看，

互联网金融、传媒、新能源等领域都是热门

选择。 这一方面体现出这些行业受到政策

扶持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披上相

关概念“新装” 后也更容易获得二级市场

青睐。

多伦股份5月11日公告拟将名称变更

为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后，当天股价即封于涨停板。

“上市公司变更名称付出的成本很低，

只需要缴纳一定的登记费用，而监管层对更

名没有特别的限制。 ” 一位投行人士介绍，

上市公司更换名称在经过董事会决议并获

股东大会通过等程序后，去工商部门完成变

更登记即可。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上市公司更名的炒

作要保持清醒认识，应该对相关公司进行深

入了解。 一些公司的经营确实发生“脱胎换

骨” 的变化，但也有部分公司只是“改头换

面” ，在新领域内的布局还未成形，仍要面

临较大的发展风险。

奥特股份赴美拓展业务

奥特股份（830860）5月11日公告，公司拟设立全

资子公司Aotoso� Information� Technology,LLC

（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注册地为美国得

克萨斯州达拉斯，注册资本为300,000.00美元。

该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应用于畜牧精准

化养殖领域的嵌入式软件及硬件的销售、 维护及技

术支持；RFID读写器、 电子标签及系统解决方案的

销售及技术支持；媒体电子产品的贸易等。

据介绍，在美国设立公司，对推广公司奶牛精准

化健康养殖技术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选择进入美国

市场， 是由其在全球畜牧养殖尤其是奶牛精准化养

殖市场的优势决定的。 向海外发展是公司重要的战

略方向， 登陆北美市场就是进入了海外市场的制高

点。（王锦）

并购将成用友网络业务布局新常态

□

本报记者 王荣

“并购将成为新常态。 ” 5月12日，用友

网络副总裁赵国栋如是表示。不久前，他刚组

织实施了用友网络1.75亿元购入秉钧网络七

成股权的并购动作。 这也是2011年以来用友

网络开展的最大并购案。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郑雨林则透露，在

企业应用软件、企业互联网服务、互联网金

融三大业务布局中，后两个将主要通过并购

来完善。

不设对赌的收购

“用友与秉钧没有设置对赌协议。” 操盘

用友网络1.75亿元购入秉钧网络七成股权的

赵国栋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未来将聚焦

用户培育，能否带来收益不是主要目标。

在此次收购中， 秉钧网络的整体估值约

为2亿元，用友网络给出了10倍多的PB估值。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据介绍， 秉钧网络旗下拥有秉钧微平台

(微信营销方案)、秉钧微硬件(线下营销)、秉

钧X传播(微信运营)等多个数字营销产品，全

国代理商突破450家，先后为30000多家客户

主掌营销全局。所谓数字营销，是指借助于互

联网络、 电脑通信技术和数字交互式媒体来

实现营销目标的一种营销方式。 郑雨林说，

“秉钧的微信营销业务规模目前在国内排第

三名，希望1到2年内做到第一，直到整个营

销服务类第一。 ”

“我们看重用友的企业客户资源。”秉钧

网络创始人兼CEO刘学林透露，用友虽持有

秉钧70%股权，但用友并没有派管理层进入，

而是保持秉钧网络的独立性。

用友以线下销售软件包的模式积累了

200万企业客户， 这些也将是秉钧网络的潜

在客户。 “已经有三个企业得知我们收购秉

钧网络后，希望我们提供社会化营销服务。 ”

赵国栋介绍， 用友网络的客户资源很快将为

秉钧网络所用，同时，秉钧前端营销服务与用

友后端管理软件服务正在融合， 很快将有融

合产品推出。

并购再成新常态

“未来并购将成为新常态。 ” 赵国栋表

示，此前用友开展的并购多为合并同类项，现

在变为参股大量企业互联网应用公司。

郑雨林认为， 未来用友的并购将聚焦

在企业互联网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方面。

他介绍， 用友自去年明确全面向企业互联

网转型之后，主要聚焦于企业应用软件、企

业互联网服务、互联网金融三大业务。 公司

自身在企业应用软件方面已有较多积累，

而企业互联网服务， 互联网金融将是未来

公司并购的重点。

据了解， 用友网络的互联网服务业务

目前以提高用户数量为主，包括畅捷通、易

代账、会计家园、工作圈等云端业务。 公司

的策略是以免费为主来扩大用户数量，等

到用户数量提升之后再来做增值服务。

2015年度的业务目标是做到80万的企业用

户和800万的个人用户，收入突破1亿元。有

用友内部人士透露，“一季度企业客户增

长了40%。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原有简称 一季度净利润（万元） 同比（%）

300173

智慧松德 松德股份

383.03 12.71

600829

人民同泰 三精制药

6303.84 25.29

600599

熊猫金控 熊猫烟花

158.20 -79.94

600466

蓝光发展 迪康药业

-10176.80 31.65

000908

景峰医药 天一科技

4172.43 17.95

002354

天神娱乐 科冕木业

7339.19 47.09

600654

中安消 飞乐股份

1715.87 72.18

000504

南华生物

*ST

传媒

-380.92 20.00

600871

石化油服

*ST

仪化

-36872.40 -241.68

002280

联络互动 新世纪

5975.79 273.58

600176

中国巨石 中国玻纤

18571.52 662.95

000008

神州高铁 宝利来

5644.31 1,075.39

002195

二三四五 海隆软件

6306.86 431.13

002506 *ST

集成

*ST

超日

7088.76 109.69

000925

众合科技 众合机电

104.69 126.70

002312

三泰控股 三泰电子

-4170.08 -252.54

600566

济川药业 洪城股份

15962.88 27.08

证监会中止审查 大智慧并购湘财证券遇阻

□本报记者 于萍

大智慧5月12日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因公司涉嫌违

反证券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 现对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中

止审查。

并购湘财证券遇阻

大智慧并购湘财证券在最后一个环节上

遭遇挫折。

大智慧今年1月初披露重组草案， 公司

拟以6.05元/股的价格向湘财证券股东发行

13.5亿股，收购湘财证券96.5%股份；大智慧

全资子公司财汇科技拟支付现金2.98亿元购

买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证券3.5%股份。 在此

次交易中， 湘财证券100%股份共作价85亿

元。 同时，大智慧拟以不低于5.45元/股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4.95亿股募集不超过27亿元配

套资金，用于向湘财证券增加资本金、补充湘

财证券的营运资金。

4月17日，大智慧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

过。不过，彼时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核准文件。

就在并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大

智慧却在5月1日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

证券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

行立案调查。

受此影响，大智慧5月12日公告称，公司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

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

会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申请中止审查。

监管执法力度加强

并购重组一直是二级市场刺激股价飙升

的因素之一， 在大智慧并购湘财证券的过程

中，公司股价同样经历了快速拉升。 在1月复

牌后， 大智慧股价曾连续创下12个涨停板。

据统计，一季度末有15家基金在其中布局。

大智慧并购湘财证券遇阻， 折射出监管

执法力度的加强。证监会网站于近日披露，针

对当前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易发多发态势，证

监会决定部署开展“2015证监法网专项执法

行动” ， 集中力量专项打击市场反映强烈的

典型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据介绍，第一批案件部署以后，根据相关

案件前期准备工作， 证监会目前已进场对

“大智慧”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涉嫌利

用第一创业证券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涉嫌利

用内幕信息交易“太阳纸业” 案，涉嫌操纵

“甲醇1501” 期货合约案等违法违规案件展

开全面调查。 同时， 证监会还集中部署了

“2015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 第二批案

件，共涉及新三板市场10个相关案件。

■ “新三板”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