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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巨头中科招商举牌五家公司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随着市场的持续暴跌， 产业资本已经

开始嗅出部分公司的投资价值。 中国证券

报记者从中科招商获悉，7月6日至8日，中

科招商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接连举牌朗科科技、天晟新材、三变

科技、鼎泰新材和大连圣亚5家公司。

闪电举牌五家公司

朗科科技7月8日午间公告，中科汇通

（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7月6

日、7月7日在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了246.87万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的1.8478%。 本次增持前，中科汇通合计持

有朗科科技股份1097.96万股， 占比为

8.2183%， 增持后持股增至1344.83万股，

增持比例升至10.0661%。中科汇通由第四

大股东变为第二大股东。

天晟新材7月8日公告，7月7日， 中科

汇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增持天晟新材股份427.92万股,�占天晟

新材总股本的1.31%， 增持均价为8.33元/

股。 此次增持前， 中科汇通持有天晟新材

3.7%的股份，此次增持完成后，持有天晟

新材1632.81万股股份，占比为5.01%。 根

据天晟新材公告，7月7日增持之前六个月

内，中科汇通累计增持天晟新材1758.08万

股，累计减持天晟新材553.18万股。

三变科技7月8日晚间公告，7月7日，

中科汇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增持三变科技823.82万股,�占三变

科技总股本的4.09%。 此次增持前，中科汇

通持有三变科技0.92%股份， 此次增持后

持股比例升至5.01%。

对于增持三家公司的目的， 中科汇通

表示，中科汇通在投资市场、融资市场和产

业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 认可并看好这三

家公司的业务发展模式及未来发展前景，

希望通过此次股权增持， 长期持有公司股

份，获取上市公司股权增值带来的收益。中

科汇通除本次股份增持外， 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三家公司股份的可能。

根据中科招商7月8日公告， 除了这三

家公司之外，中科汇通7月7日和8日还举牌

大连圣亚和鼎泰新材。 此次增持前，中科汇

通并未持有两公司股份， 增持后分别持有

大连圣亚5.01%股份和鼎泰新材5.1%股份。

或将举牌更多公司

中科汇通实为中科招商旗下公司。 中

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一时点举牌是因为资

本市场的非理性暴跌，已经使得部分创业

板和主板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出现。

单祥双对中国股市持有坚定的信心，

看好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他认为这

次调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三

方面。 首先，经过这次调整，市场投资理念

将由此前的盲目跟风炒作转向理性的价值

投资；其次，投资者结构也将由原来以散户

为主逐渐向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另外，此

次调整使一些高估值的公司估值回归，上

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有望再次引爆。 “中国

股市到了极具投资价值的时候。 ”

单祥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之所

以选择举牌这些公司， 是看好这些公司的

产业重构空间。 未来中科招商将重塑这些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助力这些公司跨越

式发展。 他呼吁更多产业资本能在这个阶

段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

的稳定。单祥双还表示，未来有可能根据市

场情况举牌其他上市公司。

中科招商举牌的消息8日午间一发

出，便引起市场资金的跟风。 天晟新材8日

处于停牌状态， 朗科科技股价则是从跌停

到涨停，三变科技也打开跌停板，最终下跌

4.08%。 5家公司除大连圣亚为沪市公司之

外，其余公司均为中下板和创业板公司。分

析这些公司的共同点不难发现， 这些公司

总股本均较小， 此次调整中股价均大幅下

跌。业内人士指出，中科招商的举牌可能会

引起产业资本效仿， 投资者可以沿着这一

逻辑挖掘被错杀的公司。

光伏行业上半年业绩有望继续增长

分布式光伏将成重点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刘杨

裕兴股份7月8日午间发布公告称，预

计上半年实现盈利4324.15万元-4843.05

万元，同比增长25%-40%。 截至目前，除

裕兴股份外，A股光伏发电概念板块的33

家公司中，有15家公司对中期业绩进行了

预估，除4家公司预减，其他10家公司预计

今年中期业绩将持续增长， 另有1家扭亏

为盈。

分析人士指出，受国家对光伏行业的

政策扶持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光伏行

业整体表现活跃，下半年光伏装机需求预

计将进一步增长， 带来整个产业链回暖，

下游电站运营商和上游多晶硅生产商将

受益。

多家公司预喜

光伏行业延续一季度的良好表现。

Wind统计数据显示， 在15家已经发布中

期业绩预告的光伏上市公司中， 业绩预喜

公司占比近7成。 其中，业绩增长50%以上

的公司有亚玛顿、爱康科技、拓日新能、东

方日升。

今年一季度， 光伏概念板块业绩增速

同比显著提高。在33家A股光伏公司中，一

季度有22家业绩飘红，其中净利润同比增

长逾30%的公司有13家，净利润同比增长

50%的公司有11家。

根据中电联的统计数据， 今年一季

度全国新增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504

万千瓦， 其中新增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

量438万千瓦，新增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

容量66万千瓦。 一季度光伏发电量约80

亿千瓦时。 对此，分析认为，今年一季度

光伏装机数量大增主要是因为去年审批

不及时， 从而导致大量项目于当年年底

无法完工。 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设定

1780万千瓦的光伏装机目标， 超出市场

预期，预计今年二、三季度将迎来新一轮

的装机潮。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光伏行业逐渐

回暖，并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同时，中

国光伏产品的出口结构已经向亚洲倾

斜，从此前高度依赖欧美国家开始转向

多元化的出口格局，预计国家多项利好

政策的支持将推动光伏行业持续快速

发展。

力推分布式光伏发电

有券商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政府出台的多个政策鼓励企

业兼并重组， 晶硅价格的持续下跌会

倒逼一些中小供应商退场， 未来光伏

行业上游的晶硅生产领域将加速洗

牌， 而下游将以分布式光伏电站作为

重点发展方向。

目前， 光伏行业依旧是依靠政策驱动

的市场， 政策面对分布式光伏的激励意图

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陕西、新疆、湖

北、江苏、河北、云南、安徽、福建、广西、湖

南、 广东、 内蒙古等多个省市均已下发

2015年的光伏发电建设计划，在光伏发电

项目规模大增的同时， 放开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建设。

分布式光伏业正在从去年的调整、

酝酿逐渐走向成熟商业模式、 规模化增

长阶段， 因此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光伏行

业整体新增装机超越1780万千瓦是大概

率事件。

中投证券研报指出， 目前银行正在放

低对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融资门槛， 金融创

新服务也有助于解决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融

资难问题。 政府发布的多项政策和电价补

贴会促进分布式光伏产业的发展， 看好在

光伏全产业链布局的龙头晶硅制造企业，

以及重点发展分布式光伏项目的龙头企

业，如多晶硅生产商保利协鑫、分布式光伏

EPC龙头兴业太阳能和超白光伏玻璃原片

制造商信义光能。

劲嘉股份布局智能包装产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劲嘉股份7月8日晚间公告，子公司重

庆宏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移物联网有

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时，该子公司

与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了《关于合作开发纸质智能包装盒嵌入

式RFID标签的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表示，为实施“继续做大做好烟

标主业、强力推进产品产业转型” 的战略

目标，公司在现有的新型包装产业基础上，

使包装成为互联网、 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 促使公司的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向智

能化纵深拓展。

建商品监管信息平台

中移物联网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出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专业运营物联网

专用网络，研发、设计、生产物联网专用芯

片、模组和终端，打造物联网开放平台，推

广物联网解决方案。

根据备忘录， 双方利用自身优势，探

索集商品感知信息、物流信息、消费者验

货行为等过程要素的商品监管信息大数

据平台，在此平台上建立深入的合作伙伴

关系；双方成立“商品监管信息化” 专项

项目组， 共同探索商品监管信息化的规

划、发展；双方共同探索基于物联网和商

品监管信息平台的商品信息采集、 检测、

追踪、智能验货等，立足于探索重庆市场

的系统及平台建设。

公司表示， 此次合作标志着公司通过

探索商品监管信息大数据平台， 从而构建

创新的产业链商业模式， 营造新的价值链

和生态圈，进入智能化生产领域。 与中移

物联网的合作，有利于公司提高信息化生

产的水平。

探索智能化包装

公司与西南集成的合作，则主要瞄向

纸质智能包装盒嵌入式国内射频（RFID）

标签。 RFID智能标签的印刷，是现代物联

网产业中包装流通或防止商品被偷窃的新

方法。

西南集成是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24研究所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通信与

导航电子、绿色能源电子两大专业板块，为

客户提供通信/导航与物联网射频应用解

决方案，在国RFID集成电路行业处于领先

地位。

双方合作内容包括，西南集成负责根

据重庆宏劲提出的智能包装应用要求，设

计开发相应的RFID标签和阅读器等系列

化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西南集成

负责协助重庆宏劲建立和完善RFID产品

的应用管理流程； 重庆宏劲负责对西南集

成提供的RFID产品在包装行业领域的应

用和推广；针对RFID智能包装行业标准的

编制，由重庆宏劲协调其他协作方，共同制

定产品、企业标准，并联合该项目合作单位

共同提请申报行业、国家、国际相关标准。

申万宏源研报认为，互联网包装大势所

趋，龙头企业有望谋篇布局。 借助“互联网

+”和工业4.0技术实现个性化包装与互联网

结合、智能制造保证一体化服务能力，是目

前整个包装行业的大势所趋。而此次公司牵

手两公司，标志着公司积极探索智能包装领

域，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的战略转型。

国华人寿举牌国农科技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继举牌有研新材之后， 刘益谦通过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再度举牌国农科技。 国农科技7月8日晚间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国华人寿7月8日增持国农科技419.89万股，增持后共持有国农科

技股票419.89万股，占国农科技总股本5%。 国华人寿称，将于未来6

个月继续增持。

国农科技7月8日早盘一度跌停， 午盘开盘后不久打开跌停板，

并一度上涨超过5%，最终收盘为下跌5.16%。

对于此次举牌国农科技， 国华人寿称是坚决响应金融监管部门

近期推出的一系列稳定证券市场的新政策、新举措；并基于对深圳中

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发展的看好。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除持有国农科技股份外，国华人寿-万

能三号还持有天津海运14.45%股份和有研新材7.51%股份。

思源电气参设创投基金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思源电气7月8日晚间公告，为加快培育发展清洁能源、智慧能

源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 公司拟与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合伙

人，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懿天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该基金总投资4亿-5亿元，上海创投出资1亿元，包括公司在内

的其他投资机构出资3至4亿元，其中公司出资5000万元。 该基金将

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进行管理，重点针对能源产业，包括新能源、清洁

能源、智慧能源、节能与环保等相关技术等。

上海创投资是由上海市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专业管

理机构。 上海创投先后组建了20多家专业创业投资基金公司。

思源电气表示， 参与设立该基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方

向，能够为公司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推动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健康增长。

思源电气是专业电力设备供应商，主导产品包括高压开关、高压互感

器、电力电容器、电抗器、变电站自动化及继电保护系统、电力监测设备等。

中电节能拟3.6亿元青海建风电项目

□本报记者 汪珺

中电节能7月8日晚间公告，公司拟在

青海省投资建设青海德令哈尕海风电场二

期49.5MW风电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

36132万元，其中30%即10840万元为项目

资本金由公司自筹， 其余70%即25292万

元由金融机构贷款解决。 公司全资子公司

青海东方华路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该项

目的实施单位。

根据公告， 德令哈二期项目位于青海

省德令哈市境内，风电场海拔高度在2850

米-3000米之间，场地地势开阔，地质条件

适合风电场建设。

德 令 哈 项 目 规 划 总 装 机 容 量

200MW，本期工程为二期项目，项目建设

规 模 为 49.5MW， 拟 安 装 单 机 容 量

2000kW、 轮毂高度80m的风力发电机组

25台。 风电场场区8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6.70米/秒，风功率密度等级为2级，风能资

源较好。 经测算，该风电场年可利用小时

数为1810小时。 德令哈二期项目的含税电

价为0.61元/kWh。目前正在办理项目开工

建设手续及开工建设前的准备工作。

经测算，德令哈二期项目投资的内部

收益率（所得税后）为9.29%，资本金内部

收益率14.39%，投资回收期为9.4年。

中电节能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是最早介入风电领域的央企之一，中

电节能则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唯一的风

电开发运营平台。 德令哈二期项目是公

司在青海地区的第二个五万千瓦风电项

目。 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有利于保持中电

节能在青海地区风电市场的优势地位，

并且增加公司的装机规模， 提高公司竞

争力。

慧球科技第一大股东拟增持

□本报记者 汪珺

慧球科技7月8日晚间公告，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和熙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及公司董事长顾国平通知，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和

熙2号基金及顾国平未来4个月内拟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公司股票

7月9日开市起复牌。

其中，和熙2号基金计划4个月内累计增持不低于10万股，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0.025%。和熙2号基金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及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顾国平计划4个月内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90万股， 累计增

持股份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228%。 顾国平承诺，在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期间及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截至公告日，和熙2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5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8%；顾国平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和熙投

资旗下管理着11只基金。

东方财富拟参股易真股份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东方财富7月8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易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郑炳敏签署投资合作意向协议， 东方财富拟使用自有资金投

资2.5亿元，获得易真股份27%股权。 东方财富股票7月9日开市起复牌。

易真股份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全资控股第三方支付企业宝付

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宝付公司取得中国人民银

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拥有完整的自主研发知识产权和技术

专利，主营业务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运营。 重点向互联网商户

及个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高效的平台服务及支付解决方案。

当前，普惠金融、高效物流、电子商务等11个“互联网+” 产业 ，

被纳入互联网+行动的重点领域， 将获得国家层面的全力推动和支

持。 其中，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

东方财富表示，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抓住互联网金融行业蓬勃

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宽公司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服务范围，

进一步延伸和完善服务链条。

皖新传媒大股东拟增持455万股

□本报记者 余安然

皖新传媒7月8日晚间公告， 接到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 （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新华控股” ）的通知，新华控股拟在未来6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50%，合计约455万股。此

次增持完成后，新华控股所持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6.23%。 此外，

新华控股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

的皖新传媒股份。

新华控股同时表示，拟在1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100万股。 未来

拟以每股不超过18.50元的价格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50%，累计投入金额不超过1亿元。

据悉，在近期股票市场暂时的非理性波动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已

多次鼓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管增持

公司股票，目前也已有多家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增持。

余额宝将提供股票交易服务

□本报记者 王荣

“7月底将接入证券账户，余额宝上可以买卖股票。 ” 蚂蚁金融

服务集团支付事业群总裁樊治铭7月8日透露，用户在绑定券商账号

之后，可以通过余额宝买卖股票，卖出股票后，资金当天回到余额宝

账户，可以继续享受理财收益。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余额宝规模为6133.81亿元，较一季度

末萎缩了977.43亿元，降幅达到13.74%。

7月8日，支付宝发布最新的9.0版本。加入了“商家”和“朋友”两个

新的一级入口。 此外，新版本还增加了亲情账户、借条、群账户、群付款

等功能。 支付宝方面透露，“商家”栏目由新成立的“口碑”平台进行运

营。“口碑”是阿里巴巴集团与蚂蚁金服合资成立的一家本地生活服务

平台，初期投入60亿元。据了解，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餐饮服务平台“淘

点点”以及蚂蚁金服线下业务资源和团队将注入“口碑”平台。

首创集团拟11亿元增持首创股份

□本报记者 汪珺

首创股份7月8日晚间发布公告，控股

股东首创集团全资子公司首创华星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于 7月 8日增持公司股份

709.915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95%。

同时，首创集团拟不超11.77亿元，在年底

前累计增持首创股份股票不超5%，增持价

格拟不高于9.77元/股。

本次增持前，首创集团持有54.32%公

司股份。 本次增持后，首创集团及首创华

星合并持有54.615%公司股份。 首创集团

同时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首创股份近日发布业绩预增公告，预

计2015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0%到

70%。 据统计，首创股份2015年上半年共

签约项目过百亿， 多方位拓展环境产业

链，成为涵盖环境全产业链的领先的集团

化公司。

记者从公司了解到，首创股份整体发

展态势良好，其水务和固废主业得到国家

政策的大力支持，环境产业业已成为国家

战略产业，2015年上半年度的业绩增长也

充分反映了公司的发展态势，在近期的连

续下跌后，作为环保产业的领先企业，首创

股份极具投资价值并具有未来发展潜力。

同时，近两年来，首创股份通过结构化

调整、专注于环境产业，出让房地产业务及

其他低效资产，已获取了转让资金超50亿

元人民币；通过股权融资获得20亿元人民

币，通过境内外的低成本中长期债务融资

获得超过30亿元人民币，由此看出，首创

股份获取的自有资金已超过百亿。

首创股份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鹏

表示，公司发展持续稳定，近期的股价下跌

属于非理性、非常规的现象，公司经过十几

年在环境领域的探索和发展，成为具有稳

定现金流的优质公司。 公司今后将继续重

点关注提标改造、城镇化的综合治理和水

环境流域整治等方面的发展。

公司表示，本次股票的下跌引起了公

司控股股东极大的关注，本次增持行为充

分体现了首创集团对公司发展的肯定，体

现了对公司的支持。 首创集团表示，今后

将适当考虑采取诸如资产重组、注入优质

资产、资产结构调整等方式，适时建立长效

激励机制，从多方面、长期确保首创股份的

良性发展。

公司2015年初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国

联安基金-华融海西晟乾” 和“招商财富-

民商资管” 负责人均表示，对环境产业持

续看好，目前A股市场非理性下跌，首创股

份作为龙头企业，其价值被低估，作为公司

主要股东，将通过增持公司股票来进一步

扩大对公司的投资，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