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电科院拟向置信电气注入武汉南瑞

□

本报记者 王荣

置信电气6月16日晚发布重组预案， 拟以

10.22元/股向大股东国网电科院发行11055.31

万股份， 购买其所持有的武汉南瑞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借壳上市。

经评估，武汉南瑞的评估值为112985.28万

元，增值额61797.27万元，增值率120.73%。国网

电科院承诺， 标的资产武汉南瑞2015年-2017

年三年应享有净利润不低于1.32亿元、1.48亿元

和1.57亿元。 如果预测净利润达不到，国网电科

院将以股份方式向置信电气进行补偿。

本次交易完成前， 国网电科院持有置信电

气25.43%股份， 置信电气控股股东为国网电科

院，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网；本次交易完成后，

国网电科院持有置信电气31.51%股份， 置信电

气控股股东仍为国网电科院， 实际控制人仍为

国家电网。

本次交易后，由于交易标的存在光伏工程承

包业务，与国网电科院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国电南

瑞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国网电科院已经出具承

诺，武汉南瑞将不再接受该业务订单，在现有业

务合同履行完毕后，停止从事该业务，后续武汉

南瑞及置信电气不再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

公司称，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在原有业

务基础上增加电网智能运维板块， 包括雷电监

测与防护、高压测试与计量、状态监测及其他，

从而显著增加对智能电网的受益面。

数码视讯

加码金融IC卡业务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数码视讯6月16日晚公告称， 公司以自有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福州兆科进行增资， 增资后

福州兆科的注册资本由8600万港币增加至

20000万元人民币。 增资资金将用于福州兆科

智能卡有限公司加强技术研发，扩充先进设备，

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方面。

数码视讯主营业务是从事数字电视软硬件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此次增资

将有利于提升公司金融IC卡业务的品牌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 有助于促进公司收入和利润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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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将打造互联网金融三大平台

证券行业互联网三年规划正在制订

□

本报记者 朱茵 张玉洁

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论坛暨申万宏源互联

网战略发布会6月16日在京召开。申万宏源证券

总裁李梅透露， 证券行业的互联网三年规划发

展蓝图正在制定中。

会上发布的申万宏源互联网金融战略的核

心是，打造互联网金融三大平台———“大赢家”

综合金融平台、“精英汇” 社交金融平台、“易金

所” 直接金融平台。其中，“精英汇”社交金融平

台当日亮相， 标示着申万宏源互联网金融战略

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

互联网+将深刻改变券业业态

申万宏源证券总裁李梅表示， 目前证券行

业的经营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互联网金融

和金融行业加速跨界融合， 证券行业必须抓住

机遇进行转型。今年是证券行业的互联网年，多

项政策出台推进金融行业和转型创新， 特别是

大力发展互联网+证券的政策即将出台，互联网

三年行动规划正在制订中。

李梅认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将深刻改变

证券行业业态，其主要表现是：建立高效率、低

成本、广辐射的市场体系，扩展场外业务领域和

服务深度，促进柜台市场、场外延伸品市场，金

融市场交易平台、 股权众筹平台等各类市场组

织与报价系统互联互通，多层次发展；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基于互联网的报价系统、支付体

系、证券行业云平台和基于互联网的征信体系，

推动构建和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登记结算体系，

提供畅通安全的多层次账户体系， 提升账户的

融合性和通用性；支持新兴机构多元化发展，构

建适度竞争的业态环境， 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

行业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标准，实行

公开竞争良性市场发展环境， 促进各类服务机

构协同发展，形成基于互联网融合的新的业态；

跨界合作， 证券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进行全

面合作，探索新型业态，尝试互联网新模式、新

技术的应用，借助互联网平台与银行、保险、信

托、 互联网公司等机构实现产品与服务的跨界

融合， 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推进境内外证券交易

场所、境内外业务合作，实现跨境的业务协同。

李梅说， 申万宏源证券作为证券行业的老

兵， 一直非常重视互联网实现弯道超车方面的

作用。参与创设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就

是积极拥抱互联网， 实现互联网金融战略的一

个重要的步骤。

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的券商创新大会将以

互联网金融为主题， 相关政策和发展方向值得

关注。

发布会之前， 由申万宏源证券作为理事长

单位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揭牌。 申万

宏源表示， 今后将通过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

究院这一产学研投平台， 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

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打造三大平台

申万宏源证券相关人士介绍，“大赢家” 综

合金融平台的定位是促进传统业务转型。 按照

规划，“大赢家” 综合金融平台将整合所有线上

服务渠道，再造和优化零售客户服务流程，构建

全功能、全流程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为零售客

户提供业务办理、产品交易、理财咨询等一站式

服务。

“精英汇” 社交金融平台由申万宏源与恒

生电子合作开发，是基于“领投+跟投” 模式的

网络财富管理平台， 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互联网

信息透明、即时分享、互动体验的特点，创建集

主题投资与社交金融于一体的全新业务模式。

借助网络的透明与分享机制， 在交易客户与投

资高手之间提供实时互动的信息服务， 对实盘

交易提供“一键跟投” 组合的便利功能，希望通

过这款产品的上线推动零售业务向财富管理转

型。 前述申万宏源人士透露，目前“精英汇” 产

品正在内测，即将上线推广。

“易金所” 直接金融平台则定位于以场外

市场为主体、 以金融资产交易为核心的超级投

融资工具箱。 作为公司和多元金融机构开展战

略合作的核心载体，该平台将与银行、保险、基

金、信托、PE、租赁、担保等集团内外的金融业务

资源对接，逐步成为透明化、全方位的金融资产

展销、转让、撮合平台，以及符合互联网投融资

特点的企业股权、 债权等金融资产的销售交易

平台，加速金融资产流动，扩大企业融资项目，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前述人士表示，为了尽快建成三大平台，申

万宏源证券正在推进四大基础建设： 一是设立

互联网金融投资基金，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实现参控股企业与公司内部的优势互补； 二是

构建超级账户体系， 完善证券账户的支付、结

算、托管等基础功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服

务需求；三是完善产品供应体系，兼顾自主研发

和外部引进，打造一系列门槛低、收益高、流动

性好的明星产品；四是构建信息技术支持体系，

培育、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支持各类互联网金融

业务创新。

落子文化产业

苏宁环球并购韩国顶尖动漫企业

□

本报记者 李巍

苏宁环球旗下苏宁环球传媒，6月16日下午

在南京签署并购协议书， 并购韩国唯一的动漫

上市公司RedRover。 苏宁环球副总裁、苏宁环

球资本执行总裁贾森表示， 这标志着公司进军

动漫传媒产业、加速战略转型迈出了坚实一步。

此桩并购交易由两部分构成， 苏宁环球传

媒以每股7800韩元价格收购HA-HOE-JIN先

生所持REDROVER公司1,445,616普通股，合

计总价款112.76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6302.85

万元)；同时，REDROVER公司再向苏宁环球传

媒以每股6361韩元价格增发新股5,361,858

股， 合计总价款341.01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

1.91亿元)。 交易完成后， 苏宁环球传媒共持有

REDROVER增发后总股本的20.17%， 为第一

大股东。

韩国动漫文化“新名片”

韩国RedRover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是

一家以3D技术为基础，经营全球动漫、3D/4D软

硬件等业务的全球内容企业。 作为韩国顶尖的

动漫公司，RedRover握有世界一流的动漫资

源，其开发的《抢劫坚果店》是全球动漫影视的

成功典范，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上映，堪称韩国

动漫文化的新名片。 该影片为韩国电影史上在

美国发行票房第一佳作， 位列当年北美动画票

房排行榜第六位， 成为1980年以来非主要制作

单位公开放映影片的票房第一。2015年韩国“文

化日” ， 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临影院与Redrover

公司CEO及160名儿童观看《抢劫坚果店》。

RedRover与全球主流发行商均有良好的

合作，如华纳兄弟、Weinstein、Open� Road、环

球、20世纪福克斯、奈飞（Netflix）等，为其稳

固发行渠道，加速业务全球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抢劫坚果店2》 及其电视系列剧正在

制作中，预计将在明年上映。《抢劫坚果店3》也

已投入制作。

除《抢劫坚果店》系列外，RedRover还

拥有如 《Bolts� &� Blip》、《Beet� Party》、

《Bubble� Bubble� Marin》等已获得市场认可

的电视短片IP。正在制作的还有包含中国西游记

元素的《Spark》大电影，计划于2015年底首映。

该公司还在与GulfStream公司共同筹划《Wild�

Card》、《The� Den》、《Off� the� Hook》、《San�

Lee’ s� Superhero� Christmas》等家庭动漫电

影及《The� Fluffy� Movie》、《Mothers》等真

人电影的制作。 此外，该公司将考虑与华纳兄弟

共同开发著名小说《Genius� Files》改编的系

列剧，开发面向中国市场《Mega� Racer》、《猫

的海盗团》等动画电影。

完善大文体产业布局

苏宁环球今年3月宣布启动战略转型，公司基

于原有主业的优势及资源， 并考虑产业之间的协

同效应，确定“大文体、大健康、大金融”的转型目

标，分别通过旗下文化产业集团、健康产业集团、

金融产业集团等多家全资子公司加速布局。

在大文体领域， 苏宁环球文化产业集团致

力于产业链以及横向资源整合协同，在影视、动

漫、游戏产业，以IP、内容以及渠道为核心，发挥

集合效应，促进传媒产业体系的打造。 通过投资

英皇影业电影制作、 与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共

同投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与南京艺术学院合

作投资苏宁环球影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一系列举

动，公司正逐步完善大文体产业布局。此次并购

完成后，苏宁环球传媒还将与RedRover在中国

境内成立合资公司， 共同开发中国市场的动漫

影视业务及相关衍生品业务。

贾森称，公司有信心在3年内将旗下苏宁文

化打造成产值超百亿的产业集团。

业内人士分析， 中国动漫市场全产业链经

营的黄金时代已悄然到来。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

游戏和电影市场日益成熟、 政策鼓励和资本驱

动下，动漫市场有望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苏宁

环球通过收购、 整合动漫发达国家中拥有成熟

动漫影视IP开发制作能力的企业， 迅速切入动

漫产业， 除实现自身影视文化产业体系的跨越

式发展外， 也有利于提高国内动漫市场各产业

环节的发展水平。

2015年宽带箱招标结束

中国移动固网业务将铺开

□

本报记者 王荣

中国移动6月16日发布宽带接入用综合配

线箱集采结果，并宣布启动CPE集中采购。 这意

味着，中国移动或将向用户提供固网服务，同时

4G网络覆盖也将更广。

中国移动网络铺设无疑为下游设备供应商

提供了商机。中国移动公告显示，上市公司中特发

信息、通鼎互联、新海宜、日海通讯等均有中标。

中移动固网服务铺开

此次宽带接入用综合配线箱集采产品类型

包括5种型号，接入场景为FTTB及FTTH。

FTTB的全称是Fiber� To� The� Building，

意思是“光纤到楼” ，就是光纤进入每家每户；

FTTB是光缆到楼道或者到建筑物。

2013年年底， 中国移动获得了渴望已久的

固网牌照。 铁通公司作为中国移动有线宽带运

营的主体， 其宽带用户截至2012年底的统计数

是1045万户，最近两年新增用户数未对外公布。

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移动的固网宽带用户数与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有很大差距， 因此其对于

固网市场的推动将远超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尽管此次中国移动没有明确具体的招标数量，

但这是其宽带服务即将大规模开始的象征。

在增强固网发展同时，中国移动6月16日还

启动了CPE集中采购。 所谓CPE即可将高速4G

信号转换成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笔记本等移动

终端通用的WiFi信号的设备。 这意味着，中国

移动还在继续增强移动宽带网的建设。据悉，此

次集采的产品分为CPE室内型和CPE室外型两

种。 其中，室内型预估采购量为128.9568万台，

室外型预估采购量为16.6665万台， 总计为

145.6233台。

多家上市公司受益

中国移动此次宽带箱采购结果显示， 上市

公司中特发信息、通鼎互联、新海宜、日海通讯

中标，中标额占总招标额的比例分别是19.57%、

15.22%、13.04%、10.87%。

宽带箱的招标只透露出了中国移动铺设智

能管道的一角。 中国移动今年的资本开支预算

为1997亿元。其中，目标移动基站数要达到92万

个，加快现有3G网络升级成4G网络，使4G覆盖

可以扩展到各城区和乡镇。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今年也加大了资本开

支，这使得通信设备商得以维持稳定的收入。据

统计，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电信设备行业整体

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14年四季度、2015年一

季度营收分别同比增长28.8%、17.8%。 与此同

时，2014年四季度、2015年一季度电信设备行

业整体毛利率分别同比上升3.2、0.6个百分点。

环保部通报2014年主要污染物减排核查情况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环保部6月16日通报了2014年度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8家中央企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核查及对《“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

标责任书》年度落实检查情况，涉及多家上市公

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16日致电部分被通报的公

司， 这些公司表示目前对这一通报详情并不知

晓，待公司确认后再给予答复。

四城市问题突出

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刘炳江

表示，经核实，仍有少数地方和企业在总量减排

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未按目标责任书落

实、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收费政策落实

不到位， 或未按期完成挂牌督办整改任务的河

北秦皇岛、辽宁营口、湖南张家界等3城市，自公

布之日起暂停审批新增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

的建设项目环评。

对未完成年度减排目标，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和燃煤机组脱硝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超标排

放问题突出的山东滨州市，自公布之日起暂停

审批除节能减排及民生项目之外的建设项目

环评。

环保部还决定， 对污水处理设施未按要求

建设运行的北京通州区次渠污水处理厂、 河北

保定市溪源污水处理厂、 河北沧州市运西污水

处理厂、山西晋中市寿阳污水处理厂、辽宁鞍钢

西大沟污水处理厂、上海奉贤东部污水处理厂、

安徽池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江西南昌市瑶湖

污水处理厂、 湖北天门市黄金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等9家企业挂牌督办， 责令6个月内完成整改

任务。

涉及多家上市公司

环保部还决定，对目标责任书重点项目未

按要求在2014年底前投运并达到规定的脱硫

效率， 或所属企业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普遍滞

后、 超标排放问题突出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公布之日起暂

停审批新增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建设

项目环评。

对脱硫脱硝设施未按要求建设运行、 污染

物超标排放的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大同煤

矿集团大唐热电有限公司和同达热电有限公

司、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电集团有

限公司、江苏华尔润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华泰重

化工有限公司和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钢铁公司、吉

林油田热电厂、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湖北武

汉乙烯公司、陕西韩城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

司、兵团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天富能源等16家

企业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追缴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排污费，其中享受环保电价补贴的，由

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环保部表示， 将跟踪上述地区和企业整改

情况， 对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的， 由监察机关依照规定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

中国证券报记者致电被通报的部分上市公

司，这些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并不清楚详情，

待核实后再给予答复。

超宇环保

空气净化产品达标

超宇环保（430501）6月16日公告，公

司2014年下半年投资建设的空气系列环

保过滤生产线于2015年5月份开始试生

产，并于2015年5月30日完成验收，各项技

术指标均达到建设要求，可以交付使用。

公司2015年6月12日生产的产品质

量， 经龙岩市产品质量检验所国家空气污

染治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福建)检

验，并出具检验报告，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

相关技术指标。

据介绍， 该产品能有效降解PM2.5粉

尘污染，净化空气；可广泛应用在电力、钢

铁、水泥、化工、石油、采矿、食品、医药等行

业，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公司称， 该项目的投产将对公司的经

济收入带来正面影响。（李香才）

广电网络

将发展下一代广电网

□

本报记者 王荣

广电网络6月16日晚公布定增预案， 公司

拟以18.21元/股定增不超过5244.37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9.55亿元人民币， 用于下一代

广播电视网项目（一期）和偿还银行贷款。

百视通和同方股份分别以自有资金3.55亿

元和3亿元参与此次广电网络的定向增发。 按

照广电网络的增发预案，此次定增后，百视通和

同方股份分别将持有广电网络约 3.17%和

2.67%的股份，列第二、第三大股东。

发展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本次募集资金中，6.93亿元拟用于下一代

广播电视网的建设。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是以有

线电视网数字化整体转换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

视的成果为基础，以自主创新的“高性能宽带

信息网” 核心技术为支撑，构建适合我国国情

的、“三网融合”的、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全程全

网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具体实施区域为陕西

全省11个地、市，包括平台升级完善、城区网络

改善和改造以及终端升级和发展工作。

根据公司规划， 拟在现有有线电视网络基

础上，部署开放的业务平台；在原有广播业务的

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化的平台、接口

设计，整合广播电视网的广播、组播、单播、用户

交互等综合传输模式， 参考成熟的互联网业务

开发体系， 进一步降低第三方基于广播电视平

台开发高质量应用的技术门槛； 通过业务平台

的代理网关等技术系统， 实现平台间的互联互

通、对等跨域运营，形成全程全网的新一代广播

电视融合网络体系，实现相关业务与电信网、互

联网的互联互通； 通过提升基础网络的传输能

力、承载能力、接入能力，实现平台对大规模流

媒体应用的可靠承载； 通过完善运营支撑体系

的信息化建设， 实现业务管理流程的自动化和

可信管理； 通过开发和推广基于TVOS的终端

产品，实现广电行业应用标准的统一，实现互联

网商业模式和应用模式的跨网络嫁接。

公司称，打造陕西新一代广播电视融合网，

实现公司全省城区用户更丰富的智能应用，通

过对用户端家庭网关智能终端的大规模部署，

为公司全业务发展、云平台业务开发、智能终端

应用发展、高清与4K视频产品推广、服务质量

提高和竞争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通过本项目的

实施， 有利于强化公司在有线电视网络高品质

视频领域的传统优势和在智慧家庭、智慧社区、

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竞争力。

与百事通合作

此次参与定向增发的发行对象为百视通、

同方股份、 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

点钻-东兴礡璞3号投资基金、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新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西藏康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5名特定对象。

本次发行完成后， 广电集团持有公司的股

份比例为33.00%，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百视通与广电网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除了上述资本层面合作外，双方还将在版权

合作方面， 整合各自优势资源， 在数字付费频

道 、 有线电视互动点播 、 互联网电视 、

DVB+OTT等业务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在平台

合作方面，基于各自优势资源，推进DVB+OTT

的深度合作；在频道落地、互动点播业务合作方

面，积极深化在数字付费频道落地、有线电视互

动点播等方面的合作。

■ “新三板”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