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交所要求多伦股份停牌自查

多伦股份5月12日晚公告称， 公司于同日接到上交

所问询函，应上交所要求，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5月

13日连续停牌。

上交所在问询函中提出， 多伦股份应于5月13日起

停牌，核查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事项，并披露相关核查结果；公司应提交本次名称

变更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核查并披露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管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最近六个月内买卖公

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公司应根据目前所处行业上市公司

的估值情况，核查并披露公司股票价格是否存在高估，并

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公司应尽快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

本次更名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并披露投资者说

明会召开情况。

上交所认为，多伦股份拟实施的转型无可行性论证，

无相应的人员配备，也尚未正式开展业务，拟变更的名称

与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并无直接关联。

多伦股份5月10日晚公告，拟将“上海多伦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更名为“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 ，同时将变更经营范围，将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

信息服务（金融许可业务除外）、金融软件研发和维护、

金融中介等业务。（张玉洁）

新一批20只新股发行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 申购代码

行业静态

市盈率(倍)

新股

发行数量（万股）

预计募资额

(亿元)

网上发行日期

迎驾贡酒

732198 22.51 8,000.00 9.45 2015-5-20

吉祥航空

732885 36.61 6,800.00 7.61 2015-5-19

灵康药业

732669 58.48 6,500.00 7.61 2015-5-20

石大胜华

732026 52.94 5,068.00 3.30 2015-5-21

华铁科技

732300 5,067.00 4.17 2015-5-20

迈克生物

300463 58.60 4,950.00 10.49 2015-5-19

伟明环保

732568 22.92 4,580.00 5.16 2015-5-20

引力传媒

732598 67.52 3,334.00 2.40 2015-5-19

高伟达

300465 142.51 3,334.00 3.75 2015-5-20

南兴装备

002757 69.59 2,734.00 3.54 2015-5-19

四方精创

300468 142.51 2,500.00 4.69 2015-5-19

永创智能

732901 70.12 2,500.00 3.95 2015-5-20

天际股份

002759 42.42 2,400.00 2.89 2015-5-19

润达医疗

732108 54.00 2,360.00 4.01 2015-5-19

金桥信息

732918 142.51 2,200.00 2.09 2015-5-20

赛摩电气

300466 85.48 2,000.00 2.05 2015-5-19

威帝股份

732023 71.68 2,000.00 2.65 2015-5-19

华铭智能

300462 69.59 1,722.00 2.45 2015-5-19

华通医药

002758 54.00 1,400.00 2.53 2015-5-19

迅游科技

300467 209.66 1,000.00 3.38 2015-5-19

进军信息安全领域 工大高新拟25亿收购汉柏科技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工大高新5月12日晚披露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以及配套融资公告， 公司拟以6.05元/股

向工大高总、 彭海帆等机构和自然人发行

4.13亿股， 作价25亿收购其持有的汉柏科技

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以相同价格向工大

高总等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37亿股，配

套融资不超过83052万元，用于汉柏明锐云数

据中心的建设、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以及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公司股票将

于13日复牌。此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借壳上市。

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汉柏科

技100%股权的评估值为252,259.80万元，

交易各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的成交金

额为250,000万元。资料显示，汉柏科技所从

事业务所在的信息安全、基础网络、云计算

数据中心等领域长期受益于政策的有利影

响。 汉柏科技所从事业务涉及的主管部门包

括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中国信息安

全认证中心等多个部门和机构，目前其已取

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中国国家信息

安全产品认证证书》、《中国国家强制性产

品认证证书》、《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

产品销售许可证》、《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

评证书》、《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军用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涉密信息

系统产品检测证书》 等多个产品证书和资

质。 汉柏科技2013年、2014年分别实现净利

润11509.9万元、12931.19万元。 收购汉柏科

技100%股权后， 上市公司将从传统制造业

和服务业升级至传统业务和新兴产业并行

发展的局面。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彭海帆承诺汉

柏科技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经

审计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18,500万

元、23,100万元和27,800万元。 如果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 彭海帆

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自筹现金补偿。

发行完成后，工大高总持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6.20%， 彭海帆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2%，工大高总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彭海

帆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公告称，尽管工大高

总承诺3年内不会减持公司股份， 彭海帆承

诺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放弃行使工大

高新全部股票表决权，但若本次交易完成36

个月后，工大高总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彭海

帆通过协议转让、二级市场等方式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则上市公司存在着控制权变更的

可能。

“民参军”“军转民” 推荐推广目录编制启动

军民融合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工信部网站获悉，工

信部、 国防科工局联合发布关于推荐2015年

度“民参军” 和“军转民” 技术产品目录的通

知。 这标志着2015年度《民参军技术与产品

推荐目录》、《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的

编制工作启动。

华泰证券表示，今年是“军民融合十三五

规划” 的出台年，在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融合进度将加快，融合层次将加强，军民

融合将成为今年军工投资的重点。

海军装备智能制造成焦点

根据通知，2015年度“民参军” 技术与产

品推荐目录主要针对海军装备建设需求。 重

点围绕新型船舶机电设备、水下无人潜航器、

新型船舶功能材料、新型舰船材料、新型船舶

能源、 新型电子信息技术、 新型船舶制造技

术、减震降噪技术、船舶控制和综合测试技术

等领域，面向全国民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

等， 采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及优

势产品信息。

而2015年“军转民” 推广目录中则包含

了公共安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动力与传

动、核技术应用、通用航空、海工装备等多个

领域。

具体来看，公共安全包括个人防护、定向

驱散、场地监控、安全报警，以及信息加解密、

安全传输、用户行为监控、安全审计等技术和

产品；智能制造包括数字化设计、增材制造、

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检测装备等技术和产品；

应急救援包括应急通信、 生命探测、 工程救

援、医疗救护、预测报警等技术和产品；节能

环保包括节电、节水、节油、三废处理、生活垃

圾和废弃物处理等技术和产品； 动力与传动

包括发动机、微特电机、高能量密度电池、高

性能燃料电池等技术和产品。

关注三条投资主线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多项政策

密集出台开启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黄金期” 。

4月份，工信部、国防科工局分别印发了

2015年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和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要编制

发布2015年度《“民参军” 技术与产品推荐

目录》《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持续推

进技术信息公开， 帮助民企了解参与军工项

目的政策和途径，简化“民参军” 准入审查程

序，搭建对接平台，使军民企业之间渠道更加

畅通。

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近日召开的军民结

合、 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部

际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表示， 军工开放步

伐不断加快，“军转民” 、“民参军” 取得重要

进展。 要“在打通军民融合通道上下工夫，在

提高军民资源共享水平上出实招， 在强化基

础上见成效。 ”

申万宏源研报表示， 目前我国军工集团

下属企业经过漫长的发展累积了丰富的军工

产业资源，而民企则具有机制灵活、勇于创新

等优势， 双方通过深度合作恰好互补从而达

到双赢的目的。 军民融合将成为A股一条可

持续关注的投资主线。

具体来说，军民融合可以关注三条主线：

一是军转民重点关注北斗产业链上市公司，

包括合众思壮、海格通信、振芯科技、中海达

等； 二是受益于低空空域开放的通航产业链

上市公司，如海特高新、威海广泰、四川九洲

等； 三是民参军关注具有技术优势和军品资

质的上市公司，如高德红外、银河电子、海兰

信、金信诺等。

恒生银行拟减持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5月12日晚公告，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恒生银

行通知，恒生银行于2015年5月12日与高盛高华证券和瑞

银证券签订配售协议， 恒生银行拟出售其所持的部分公

司普通股股份，最多占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的4.99%。 相

关股份将售予多个机构投资者， 并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每股价格为人民币17.68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恒生银行所持剩余公司普通股股

份约占兴业银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0.88%， 不会导致兴

业银行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恒生银行5月12日晚于港交所公告称，拟以17.68元/

股的价格， 出售所持的兴业银行最多9.507亿股或4.99%

的普通股， 交易将为恒生银行最多筹得138.1亿元人民

币。假设待售股份已经全部售出，恒生银行所持余下的兴

业银行股份约占兴业银行普通股的0.88%。（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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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啤集团沽清重庆啤酒

重庆啤酒12日晚公告，重啤集团日前已减持其所持

有剩余的重庆啤酒2396.38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不再持有重庆啤酒股份。

2013年11月1日， 嘉士伯香港发起部分要约以收购

重庆啤酒最多30.29%的已发行股份，并与重啤集团签署

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规定重啤集团应以其当时持有的全

部20%的重庆啤酒股份接受要约。不过，由于重庆啤酒股

东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要约收购股份的数量， 重啤

集团在要约收购完成后仍持有公司已发行的2396.38万

股股份，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95%， 即 “剩余股

份” ，减持期限为2015年6月11日。

公告显示，2014年10月17日至2015年4月7日，重庆

啤酒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公司

2396.38万股。 这意味着，重啤集团不再持有重庆啤酒股

份。（王荣）

共建细胞临床研究中心

开能环保牵手上海长征医院

开能环保5月12日晚公告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原能细胞科技有限公司5月11日与上海长征医院签署合

作协议，为深化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发展，促进院企结合协

同创新，双方拟共建“长征—原能细胞临床研究中心” 。

根据协议，双方拟共建“长征—原能细胞临床研究

中心” ，并将建设总容量不小于100万管的“长征—原能

生物样本库” ，重点支持免疫细胞、干细胞治疗方向的转

化医学研究项目。 研究方向包括：抗衰老、抗免疫排斥和

抗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取得的研究成果归属“长征—原

能细胞临床研究中心”双方共享。

长征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

三级甲等医院，拥有11个国家重点学科、5个全军医学研

究所，5个全军医学专科技术中心，2个上海市医学领先

专业重点学科，2个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是全军实验诊

断重点实验室，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军队药品临床研

究基地。

开能环保表示，鉴于长征医院在医学研究、临床治疗

方面独特的重要地位和雄厚的技术力量， 将为原能细胞

提供一个免疫细胞及干细胞技术临床研究、 转化及应用

的平台，有利于原能细胞未来开展免疫细胞、干细胞技术

及产品应用和抗衰老、抗肿瘤等业务的发展，更为原能细

胞的细胞储存及生物样本库规范化、 标准化创造了良好

的医学条件。（欧阳春香）

与中钰资本联手

威门药业拟设6亿元并购基金

威门药业（430369）5月12日公告，公司近日与

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共同

发起设立威门中钰健康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据介绍， 该基金拟为人民币6亿元， 存续期为

2+3年，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投资方向是与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相关的医药医疗细分领域， 包括中

成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以及大健康相关产品、医

疗器械、医疗服务等。

威门药业主要从事现代中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024.80万元，同比

增幅13.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

174.47万元，同比增幅18.49%。

公司曾表示，未来“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将成

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方向， 公司将整合行业优质小微

企业资源，抓住科技驱动新机遇，运用资本联动，实

现合作共赢，提高企业实力及品牌影响力，实现规模

效益化，抢占大健康产业市场，做大做强。（王锦）

20只新股小型化 低中签率料延续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中国证监会于5月8日核准20家企业的

首发申请， 目前已悉数披露招股意向书，新

一轮新股申购热潮将于下周正式启动。研究

机构指出， 资金冻结高峰期将出现在5月20

日，单日冻结资金或接近3万亿元。本轮新股

的亮点在于发行股本普遍较低，迅游科技等

新股有望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预计冻结资金3万亿

从这20家公司披露的招股意向书来看，

发行数量都不大，最高的为迎驾贡酒，总共

发行8000万股， 其次为发行6800万股的吉

祥航空；发行数量最少的为迅游科技，仅为

1000万股。

中金公司报告指出，由于20只新股有19

只集中在5月19日和5月20日两日发行，因此

资金冻结高峰期将出现在5月20日 （下周

三），单日冻结资金或接近3万亿元。 鉴于本

批新股的情况，预计网下中签率不会明显回

升。 一方面，外围资金仍在持续进入市场；另

一方面，本批新股家数较少，规模不大，且多

处于估值较高行业，也将提升本批新股的整

体吸引力。

申万宏源证券判断，本批新股的融资规

模预计将会低于百亿元。从上批23只新股公

布的申购结果来看，网下平均中签率进一步

下滑至近千分之一，主因是融资规模的下降

和申购资金的膨胀。 而本批新股的合计融资

规模预期将低于百亿元，初步估计约为91亿

元左右。

20只新股当中，行业PE超过100倍的有

4只，分别为迅游科技、高伟达、四方精创、金

桥信息，行业PE分别为208.29倍、141.74倍、

141.74倍和141.74倍。 Wind统计显示，自

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总共发行了202只

新股，发行市盈率都低于24倍。这意味着，迅

游科技、高伟达、四方精创和金桥信息上市

后存在着较大上涨空间。 此外，迎驾贡酒和

伟明环保的行业PE较低， 分别只有22.36倍

和22.97倍。

新股亮点纷呈

本轮新股的亮点在于发行股本均不多，

符合目前市场追捧中小型股票的倾向，尤其

是不少富有特色的公司有望获得投资者的

青睐。

吉祥航空是今年第二家即将登陆A股

市场的航空类公司。 与此前上市的“民营航

空第一股” 春秋航空定位于低成本航空不

同，吉祥航空长期以来的目标客户群体主要

为中高端客户。 此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购买7

架A320飞机及引进2台备用发动机，不足部

分将由吉祥航空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吉祥航

空目前已拥有42架空客A320系列飞机（不

含目前九元航空已拥有的3架）， 运营超过

70条国内、 港澳台地区及周边国家航线。

2014年上半年，吉祥航空还控股设立九元航

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亿元，公司持股比

例为78.9%。

发行数量最少的迅游科技无疑是另一

只备受关注的新股。迅游网络拟向社会拟募

集资金2.94亿，将全部用于公司智慧云加速

平台（SCAP）优化与升级技术改造项目、营

销网络平台技术改造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成立于2008年的迅游科技，是国内第一家网

游加速服务提供商。 从2008年年底开始，迅

游网络便独立开发出第一代“迅游网游加速

器” ，独创了智慧云加速平台(SCAP)，并在

此基础上开发出了网游云加速服务。目前公

司的业务模式主要是B2C和B2B2C。 B2C是

指向网游用户提供云加速服务，玩家通过下

载“迅游网游加速器” 软件而大幅减少游戏

延时。B2B2C则是指向各大互联网平台提供

产品推广服务。

参股公司将获利匪浅

在吉祥航空刊登招股说明书的同时，作

为吉祥航空股东的大众交通股价涨停，成为

IPO受益股的典型代表。 大众交通作为吉祥

航空本次发行前股东，持有吉祥航空1000万

股股份， 占吉祥航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发行后股本的1.76%。

除了上市公司参股新股之外，很多创投

企业也成为了新股即将上市的赢家。迅游科

技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股东中出现上海挚

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都亚商新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

心(有限合伙)、成都盈创动力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等在内的投资机构身影。 其中，上海挚

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275,

000股，占比超过10%。

来自白酒行业的迎驾贡酒也有许多创

投企业“潜伏” 。 招股说明书显示，迎驾贡酒

股东中包括：联想投资有限公司、中科汇通

(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光大金控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等，它们分列第二至第五大

股东。

海南海药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价接近最高市价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海南海药5月12日晚公告称，公司首期员

工持股计划认购完毕， 购买均价为46.34元。

当天公司股价创出上市以来的最高价47.28

元，也就是说，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价格

接近于公司股价有史以来最高价。

高位持股彰显信心

公告称，公司5月12日收到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的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 已经完成公司股

票购买，认购规模2亿元，购买均价46.34元/

股，购买数量4,073,3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75%。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

买完成，购买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

定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

国信医药研究员邓周宇认为， 公司员工

高价认购彰显信心，其底气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制药业务业绩反转的前景可期， 全产

业链优势逐渐显现，效益大幅回升。 公司的抗

肿瘤药和胃肠药物平稳发展， 抗生素原料药

和制剂业务业绩则大幅反转， 开始步入收获

期。 前几年公司通过并购及投入打通抗生素

上下游产业链， 目前具备明显的规模成本优

势，其中，原料药受益于行业去产能化之后景

气度弹升， 制剂受益于限抗背景下抗生素产

品市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拳头产品头孢呋

辛、头孢西丁的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创新生物

药方面，公司研发的重组人CD22单克隆抗体

注射液已进入Ⅱ期临床阶段，2017年有望获

批上市。

其次是医疗器械进入收获期。 公司主打

的人工耳蜗技术壁垒高，进口替代空间大，在

国内有寡头垄断优势。此外，公司参股投资的

人工仿生眼技术也值得期待。

机构密集调研

公司近半年来两度增资重庆亚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获得18.7%的股权，并在未来享

有对其优先收购权。 此举令投资者对海南海

药的未来布局充满兴趣， 今年以来重庆亚德

已迎来近50家机构调研。 资本市场开始意识

到重庆亚德的潜力， 其核心竞争力甚至优于

卫宁软件与万达信息。

重庆亚德核心业务包括区域医疗信息平

台、医院信息化系统和远程医疗系统。 机构密

集调研的初衷在于重庆亚德在重庆医疗信息

化领域的龙头地位， 其基本垄断了当地的医

疗信息化资源， 在个人健康数据的获取方面

具备完整的地域特征， 未来与保险机构的对

接十分方便。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区域医

疗信息化的精髓在于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系

统以电子化方式记录患者就诊的信息， 包括

病程记录、检查检验结果、医嘱、手术记录、护

理记录等， 可以将患者历次在医院诊疗过程

的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当数百万、千万的病历

汇集在一起，利用大数据进行挖掘后，其应用

前景十分惊人。

对保险机构而言， 可以通过区域医疗信

息化平台查阅患者的健康档案， 从而准确地

了解患者完整的医疗信息， 为医疗保险提供

确切的证明，同时确保患者身份的唯一性，避

免错误、重复和遗漏。

“目前国内上市公司中从事区域医疗

信息化建设的公司有海南海药、海虹控股、

卫宁软件、万达信息等。 但海虹控股、卫宁

软件、万达信息的项目格局基本是‘全国点

火，处处冒烟’ ，其订单是拿下某个市、某个

县或者某家医院的信息化项目， 这样的业

务格局将造成个人健康数据的零散化，不

具备以省份为中心的地域完整性， 不利于

后期开发。 ” 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分

析，海南海药通过参股重庆亚德，相当于获

得了重庆当地全部人口的健康数据， 未来

商业健康险公司只需与重庆亚德合作，就

能解决重庆全市的商业健康险的控费方案

和产品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