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治霾在行动

清新环境公开分享超低排放专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新华社全媒体“治霾在行动” 系列活动日

前走进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清新环境” ）。 为践行治霾在行动，清新环

境提出公开分享公司的核心专利技术———清

新环境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

（简称SPC-3D技术）。

无偿分享专利技术

清新环境总裁岳霞表示，清新环境将公司

自主研发的可以实现燃煤烟气超低排放的单

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与有志于燃

煤烟气治理的践行者们共同分享，不收取技术

专利使用费。这也是环保行业内首家进行技术

公开分享的公司。

据介绍，SPC-3D技术是清新环境于2014

年底自主研发成功的超低排放新型技术。该技

术是烟气通过旋汇耦合装置与浆液产生可控

的湍流空间，提高气液固三相传质速率，完成

一级脱硫除尘， 同时实现快速降温及烟气均

布；烟气继续经过高效喷淋技术，实现SO

2

的深

度脱除及粉尘的二次脱除；烟气再进入束式除

尘除雾装置，在离心力作用下，雾滴和粉尘最

终被壁面的液膜捕获，实现粉尘和雾滴的深度

脱除。 该技术具有单塔高效、能耗低、适应性

强、工期短、不额外增加场地、操作简便等特

点。 可在一个吸收塔内同时实现脱硫效率99%

以上， 除尘效率90%以上， 满足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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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35mg/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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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5mg/Nm

3

的超净排放要求。

该技术在费用方面也具备优势。该技术改

造吸收塔内构件，实现脱硫除尘一体化，投资

低于常规技术约30%-50%。 且离心管束式除

尘器不耗电，阻力与除雾器相当。 运行费用是

常规技术的20%—30%。

该技术适用于燃煤烟气SO

2

和烟尘的深度

净化， 尤其为我国燃煤电厂实现烟气的超低排

放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 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

用于山西云冈电厂、河南孟津电厂、重庆万州电

厂、安徽安庆电厂等各类大型燃煤电厂机组，助

力我国数十台大型燃煤机组实现超低排放。

向非电领域拓展

清新环境6月5日宣布，公司证券名称由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

更为“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

券简称由“国电清新” 变更为“清新环境” 。

公司表示， 目前公司除电力行业的气体污染

物治理外， 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非电领域的

工业烟气治理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

更名更加凸显公司致力于环境治理、 环境改

善和环境管理的产业志向。

目前清新环境在垃圾焚烧、水泥、钢铁等

多个行业均有布局。“如果说把电力行业对环

保解决方案的需求比作别墅的话，钢铁、水泥

需要的则是经济适用房。 而我们想做的是人人

有其屋。 ” 公司人士表示，目前钢铁、水泥行业

不景气，附加值低，清新环境希望能够给这些

非电行业提供可以用得起的技术解决方案。

自2014年9月《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

计划》提出超低排放要求之后，河北已明确要

求全省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江苏地方财政为超

低排放机组额外增加1分/度补贴。 业内预计，

最近两到三年将进入超低排放大规模改造阶

段，燃煤机组脱硫脱硝除尘改造的市场预计可

达405亿元。

清新环境SPC-3D技术在脱硫、 除尘一体

化改造方面具有明显成本优势，新签订单已全

面开花，将带动公司脱硫、除尘工程业务更快

增长。 除了电力行业之外，钢铁、水泥等行业市

场空间同样巨大， 随着环保重视程度日益提

高，清新环境业务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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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明确车企主体责任 上海出新规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本报记者 徐金忠

6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等部门宣布《上海

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将

于7月1日正式实施。 《暂行规定》明确，电动

汽车生产企业对充电设施建设维护负有主体

责任， 应将充电设施建设维护纳入其销售服

务体系。

截至今年5月，上海市共有充电桩7496个，

其中，公用、专用充电桩3211个，私人自用充电

桩4285个。 上海市充电设施建设将主要遵循

“自（专）用为主、公用为辅，快慢结合、分类落

实” 原则，逐步在市域范围内形成以住宅小区

慢充为主、办公场所快慢结合的自（专）用充

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位、独

立充电站等公用充电设施为辅的充电服务网

络。 《暂行规定》明确，新建住宅小区、交通枢

纽、超市卖场、商务楼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办公场所，园区、学校以及独立用地的公共停

车场、停车换乘（P+R）停车场，应按照不低于

总停车位10%的比例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包括电力管线预埋和电力容量预留）。

对于充电设施建设管理中权责不明的情

况，《暂行规定》明确，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对充

电设施建设维护负有主体责任，应将充电设施

建设维护纳入其销售服务体系，与私人用户签

订销售车辆合同之前，必须自行或委托充电设

施建设企业为用户在住宅小区或办公场所落

实一处自用或专用充电设施。小区物业服务企

业、 电力企业需要为充电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电动汽车用户也要配合充电设施建设，充电设

施只能用于向电动汽车供电。

《暂行规定》还明确，充电设施的电费将

按照充电设施性质收取。其中，居民家庭住宅、

住宅小区等中设置的充电设施，按照居民平均

电价水平执行，不执行阶梯电价，可享受峰谷

电价优惠。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设置的专

用、公用充电设施执行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

类” 电价收费。 向电力企业直接报装的经营性

集中式充电设施用电，执行电价目录中两部制

“工商业及其他” 电价类别中的“铁合金、烧

碱（含离子膜）用电” 价格，目前约为每千瓦

时0.7元。 2020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 充电服

务费将结合企业建设经营成本以及燃油汽车

使用成本综合考虑，暂定最高不超过每千瓦时

1.6元。

中安股份挂牌新三板

银江股份参股公司入股

6月8日，安防解决方案提供商山东中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832620）在北京举行新三板

挂牌仪式，公司股票于6月9日起以协议方式在

新三板公开转让。

中安股份成立于2007年11月，目前第一大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张景伟。 根据公司5月30

日公告，创业板上市公司、智慧城市龙头银江股

份参股的杭州银江智慧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10元/股的价格（静态市盈率约

为40倍）， 认购了公司定向增发的200万股，持

股比例达6.17%。

中安股份的盈利模式为： 通过公开招投

标、邀标、项目延续方式获得的安防系统工程

承包项目为载体，集成项目所需自主研发或外

购的软硬件产品，通过设计、现场项目实施、安

装调试、开通、用户培训和竣工验收等业务流

程的实施，为业主提供智能交通、智能建筑、金

融安防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并免费为客户提供

售后服务，主要通过收取项目合同款实现收入

与盈利。

目前，我国安防行业已进入深化应用阶段，

行业价值链不断下移， 上游产品供应商海康威

视、大华股份等均加速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末，公

司总资产10428万元，净资产3964万元；全年营

业收入7308万元，同比增长52%，净利润812万

元，同比增长800%。 目前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

自山东省内，但公司已成功完成“河北省邢台

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分控中心系统工程建设项

目” ，跨区域经营初见端倪。（陶俊）

力帆股份推出新能源战略规划

力帆股份6月8日晚公告， 公司8日发布力

帆新能源战略规划———i.Blue� 1.0（智蓝战略，

Intelligent� Blue� strategy）。 力帆股份计划

在2020年前推出20款纯电和混合动力新产品，

实现新能源整车累计销售50万台，完成构建集

互联网+、智能汽车、能源互联网于一体的生态

链和产业链。

根据规划，“新蓝产品计划”重点推进力帆

新能源汽车车身的轻量化设计， 提高能源利用

率，并独创力帆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实现技术

上的全面革新。 “深蓝能源计划” 预计在2015

年内建设13个能源站，未来五年在全国共建成

500座能源站，覆盖全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西南、华中等主要城市，形成以车联网和物

联网为纽带的能源站和换电模式， 彻底消除用

户对新能源汽车的 “里程忧虑” 和 “电池恐

惧” 。 能源站的创新在于利用电力改革成果为

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高性价比的电能， 充分利

用节能高效环保机组，以物联网为依托，依托换

电和电池租赁等服务，通过新能源汽车的分享、

共享，以及金融的介入和支持，改变消费者使用

习惯和出行方式。

公司还将推出以新能源分时租赁平台———

盼达用车为核心的“泛蓝生活计划” ，实现汽车

租赁远程预订、手机解锁、随时还车和移动支付

等用车服务。（李香才）

引入战投 光明乳业拟定增收购集团海外资产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光明乳业6月8日晚公布非公开发行预案。

公司拟收购Bright� Food� Singapore� In-

vestment� Pte.� Ltd.�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

有以色列乳业公司 Tnuva� Food� Indus-

tries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Associ-

ation� in� Israel� Ltd� 76.7%控制权 （简称

“TNUVA” ）。 同时，公司将引入能为未来发

展奠定长远基础的战略投资者，以加强多方在

全球乳业领域内的战略合作。

预案显示，此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合计

不超过559,006,208股，发行价格16.10元/股，

募资总额不超过9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 用 于 Bright� Food� Singapore� Invest-

ment� 100%股权收购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Bright� Food� Singapore� Investment�

100%股权预估值约为44.07亿新谢克尔，合计

人民币约68.73亿元。

此次发行对象为信晟投资、 晟创投资、益

民集团、上汽投资、国盛投资和浦科源富达壹

等6家特定对象。 其中，信晟投资、晟创投资的

控股股东分别为中信并购基金和弘毅投资。本

次非公开发行后， 光明集团直接持股37.37%，

通过全资子公司益民集团间接持股3.47%，合

计持股40.84%，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今年3月公司大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正式完

成对TNUVA的收购。 这也是中国乳品行业海

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并购。 市场此前已有预期，

TNUVA可以与光明乳业在技术研发、 市场营

销、渠道通路等方面形成协同，也可以汲取以

色列高效现代农业的经验，促进光明食品集团

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TNUVA成立至今已有超

过85年历史， 最初以农业合作社形式创办，现

今已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公司，销售额占以

色列全国乳制品市场份额超过50%，除在本土

市场销售外，还外销至中东、欧洲和美国等地。

根据未依中国会计准则进行审计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3月31日，TNUVA公司资产总计

达71.57亿新谢克尔，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达29.12亿新谢克尔。

光明乳业表示，以色列是农业牧业技术非

常发达的国家，TNUVA作为以色列最大的食

品公司，双方的合作可以互换优势资源，在产

品创新、技术研发、牧业科技合作等方面取得

双赢结果。

具体而言， 光明乳业将利用TNUVA公司

在酸奶奶酪、黄油等新品类以及奶牛饲养方面

的先进技术和市场培育经营，发力原料控制和

奶酪“蓝海” 。 同时，光明乳业及其子公司可为

TNUVA供应工业奶粉等相关原材料， 从而使

TNUVA公司在以色列本土奶源淡季等情况下

拥有充足的原材料保障，内部资源调配和协同

效应将逐步增强。

实际控制人绕道监事会突破董事会僵局

华东数控重组推进与否交由股东大会决定

□本报记者 康书伟

推进重组却在董事会层面遇阻的华东数

控实际控制人汤世贤一方选择绕道行驶。 公司

8日晚公告称， 持股17.75%的实际控制人汤世

贤一方6月2日将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案提交

监事会审议，最终在6月5日召开的四届十次监

事会会议上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披露的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此次

股东会将审议的两个议案分别为 《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和《关于授权公司

董事长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此前，汤世贤一方与持股16.26%的单体第

一大股东大连高金就是否重组产生分歧。 在5

月26日四届十次董事会上，汤世贤一方提交的

上述两个提案遭到来自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委派的两名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的集

体反对。 鉴于董事会层面的僵局，汤世贤一方

又在四届十一次董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提请将这两个议案提交股东表决。但最终，

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提案又遭到董事会否决。

汤世贤一方此次绕道监事会，提起召开临时

股东会，审议涉及重组的两个议案。 尽管三名监

事中，大连高金方面派出的监事会主席继续持反

对态度，但另两名监事投出赞成票。这意味着，围

绕华东数控因董事会僵局无法推进的重组事项

被推到股东会上审议，交由股东决定是否重组。

根据披露的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此次股东

会将仅对是否同意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程

序进行表决，后续有关该项重大资产重组的预

案、方案、可行性分析等材料，将在股东会审议

通过后，预计在2015年7月末前，按照相关要求

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另一项议案为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包

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 签署协

议。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董事长在四届十一次董

事会上进行了变更， 原欲启动公司重组的实际

控制人、 董事长汤世贤被大连高金方面提起罢

免并获通过， 大连高金方面派出郭洪君出任公

司董事长。在四届十次、十一次连续两次董事会

上， 郭洪君均对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议案投出了反对票， 如今股东会若通过上述启

动重组议案， 他将陷入反对重组同时又要执行

股东会决议去操持重组事务的尴尬境地。

收购浙江融信100%股权

蚂蚁金服曲线入主恒生电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恒生电子6月8日晚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恒

生集团之母公司浙江融信的股东马云和谢世

煌，与蚂蚁金服签署相关协议，蚂蚁金服将通

过认购浙江融信新增股本并收购现有股东剩

余股权的方式，获得浙江融信100%的股权。 公

司股票将于6月9日开市起复牌。 这意味着，交

易完成后， 蚂蚁金服将间接持有恒生电子

20.62%的股份，曲线入主恒生电子。

间接持股20.62%

公告称， 蚂蚁金服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与

普通消费者，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安全的生态

体系，与金融机构一起，共同为未来社会的金融

服务提供支撑，旗下机构包括支付宝、支付宝钱

包、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芝麻信用等。

2003年上市的恒生电子则是内地领先的

金融软件和网络服务供货商，在多个金融细分

行业的IT系统都占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公司

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其在基金、证券、保险、

信托资管领域核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93%、

80%、90%、75%，在证券账户系统、证券柜台

系统、银行理财业务平台、信托核心业务平台、

期货核心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57%、

43%、85%、41%、42%， 基本都处于绝对优势

的市场地位。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蚂蚁金服将通过浙

江融信和恒生集团曲线持有恒生电子20.62%

股权。 公告称，由于蚂蚁金服和浙江融信均为

马云实际控制的公司，此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导

致恒生电子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而且，此

次恒生电子的控股股东之母公司发生股权变

更，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公司管理团队

的变更。

公告明确，在扣除相关交易成本后，浙江

融信的现有股东在前述交易中将不会就持有

及出售浙江融信股权获得任何溢价收益。

加速布局互联网金融

2014年4月，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通

过浙江融信收购了恒生电子控股股东恒生集

团100%的股份。交易完成后，浙江融信通过恒

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20.62%的股份。

资料显示，浙江融信成立于2003年，马云个

人持股99.14%，其余0.86%股份由阿里资本董事

总经理兼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谢世煌持有。

此后，恒生电子和阿里旗下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蚂蚁金服合作不断。 去年11月11日，恒生

电子发布公告称，恒生电子拟与中国投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蚂蚁金服等共同发起设立浙江三

潭金融信息服务股份公司。 2014年11月25日，

恒生电子宣布，联手第一财经、蚂蚁金服等斥

资3.9亿元对恒生聚源进行增资，在数据业务领

域开展资本及业务层面的合作。今年4月，恒生

电子旗下的数米基金网进行增资扩股，新增注

册资本由蚂蚁金服认购，交易完成后，蚂蚁金

服持有数米公司60.8%的股权， 成为数米基金

的控股股东。

基于数据的风控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而

IT系统则牢牢把握着数据的出入口。恒生电子

凭借1.0业务的多年积累和2.0业务的快速推

广，已以绝对优势占据金融资产管理领域机构

入口资源。 恒生电子旗下的基金销售数米基

金、金融数据供应商恒生聚源、P2P系统提供商

融都科技等补充了蚂蚁金服在传统金融以及

券商接口等方面的缺口。

蚂蚁金服则通过旗下的支付宝、 余额宝、

招财宝等拥有数亿用户，具有平台运作经验与

流量入口。 蚂蚁金服此次曲线入主恒生电子，

将有助于构筑未来阿里金融序列之中的重要

一环，并加速抢占互联网金融市场。

周驹悦借定增上位

搜装科技大股东将易主

刚刚完成更名的搜装科技 （430193），通

过正在实施的定增，即将迎来第一大股东更迭，

一季度新进股东周驹悦将通过此次定增成为公

司新的第一大股东。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很大可

能是一起新三板的变相借壳。

周驹悦借定增上位

6月8日晚，搜装科技发布提示公告，自然

人周驹悦未来将通过认购定增的股票成为公司

的新的第一大股东。

在这之前，搜装科技刚刚完成更名。 5月25

日， 当时证券简称还为紫新科技的搜装科技发

布定增方案，公司以1元/股的价格发行3923万

股， 在册股东周驹悦认购本次股票发行新增的

股份1198万股。 其他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

权。 5月28日，公司再发公告，公司全称由“北京

紫新报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北京搜

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证券简称由

“紫新科技”变更为“搜装科技” 。

搜装科技表示， 周驹悦将以货币认购搜装

科技定向发行的股票， 成为搜装科技第一大股

东，获取搜装科技发展的投资收益。本次定向发

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拓宽

公司业务领域，寻找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提高

公众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定增除周驹悦认购外， 参与认购的还

有自然人陈双庆、龙曦、刘昕和中联畅想(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认购950万股、375万股、

250万股和1150万股。本次认购后，周驹悦持有

公司股份将达29.96%，为第一大股东。 紧随其

后的分别是：中联畅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26%、 陈双庆持股21.48%、 龙曦持股

8.48%。 公司原来的大股东郭求实对公司的持

股将由原先的55.65%下降至6.29%。

值得注意的是，周驹悦名为在册股东，但是

其入股的过程非常突然， 且成本与本次增发价

一致。 今年5月19日，紫新科技发布权益变动报

告书称，西安购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

5月15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协

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紫新科技1,269,

875股股份， 占当时紫新科技已发行股份比例

的25.4%。该股权被周驹悦拿下。而行情软件显

示，当天该笔交易成交价格为1元/股。

定增方案耐人寻味

有投行人士认为， 搜装科技之前总股本仅

为500万股，此次增发如此巨量股本，价格又如

此低廉，显然有悖一般意义上的定增常理。此次

参与定增的认购方情况也颇耐人寻味。 周驹悦

是北京交大的辅导员出生，2013年2月至2015

年5月投资设立长春恒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并担任执行董事； 陈双庆之前曾在深圳报业集

团旗下晶报任教育线记者， 随后又在经济观察

报担任过财经记者； 龙曦2010年5月至今任北

京盈谷信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时兼任搜

装科技副董事长； 刘昕则曾在上市公司天润曲

轴担任董事，2010年至今任货站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

“从公司近期一系列资本运作轨迹来看，

该案例很有可能就是一起变相借壳， 如果后续

新进股东给公司注入相应资产， 那么新三板又

多了一个借壳的案例。 ” 该投行业人士指出，

“搜装科技2014全年收入不到80万元，业务有

难以为继之嫌，卖壳的动机是客观存在的。 ”

5月14日， 紫新科技发布定增失败和终止

资产收购公告，因为认购方西安购圈放弃认购，

公司之前的定增告吹。 “搜装科技刚刚更名即

启动新的定增， 背后绝对有通盘考虑。 目前来

看，这有可能仅仅是第一步。 通过本次定增，公

司控制层将发生变化， 未来公司走势值得继续

观察。 ” 上述投行人士补充道。（傅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