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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定增 调整预案 重新定价

上市公司出招应对定增破发潮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近期市场剧烈震荡，沪、深两市已实施

或拟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中，定增破发

情况频频出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

数据统计，2015年以来实施或拟实施定向

增发的上市公司中，目前定增价（含计划最

低发行价）与股价倒挂的已有121家，其中，

差价最大的安洁科技发行价相对股价已经

折价达四成。

为了应对定增破发现象，上市公司也是

各显身手。 7月份以来，已经有杭电股份、鹏

博士、海虹控股等多家公司因为价格倒挂而

终止定增。还有不少公司采取缩减募资规模

或者重新定价的方式。近期新发定增预案的

公司，则采取发行价格“随行就市” 这一新

的定价机制。

被迫终止定增

7月22日晚，杭电股份公告称，由于公

司股票价格较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存有较大差异，公

司决定终止此次定增。

杭电股份6月24日发布定增预案，拟以

35.9元/股非公开发行2730万股，募集资金

总额9.8亿元。而截至7月22日，公司收盘价

为30.16元/股， 较此前的计划发行价已折

价16%。

事实上，因前期股价暴跌，7月份以来，

已经有杭电股份、鹏博士、海虹控股、新界泵

业4家公司，因为股价跌破增发价而终止定

增计划。 上述4家公司原计划募集的近103

亿元资金也因此泡汤。

7月21日，鹏博士也因为相同的原因终

止了此前的定增方案。 虽然鹏博士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拟参与此次定增，而且近期市场

回暖，7月21日复牌后公司股价已连续走出

两个涨停板，但仍阻止不了此次定增的“流

产” 。 公司证券部人士表示，终止定增主要

是投资者觉得最近市场不太稳定，和他们当

时的预期差距比较大。

新界泵业的定增方案则在出台7天后

即宣告“夭折” 。 公司称，截至7月7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为11.61元/股，已大幅跌破公司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17.49元/股，跌

幅为33.62%。 该情形已造成参与定增的股

东、管理层及其他投资者对定增方案产生较

大分歧，所以公司决定终止该定增项目。

据Wind数据统计，目前已经发布定增

预案的A股公司中，有81家公司出现了价格

倒挂。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定增破发公司不得

不终止定增。

此外，由于股价大幅波动，不少公司的

定增在筹划阶段就“胎死腹中” 。 云投生态

称，公司股票停牌后，由于二级市场的情况

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及中介机构对于股票

发行价格的确定问题意见分歧大，决定终止

筹划定增。

调整定增预案

在大面积定增破发的情况下，多家公司

采取对定增方案进行调整的方式，来应对股

价的大幅波动。 分析人士指出，重新确定发

行价或者缩减募资规模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7月22日晚，大族激光和抚顺特钢双双

公告，将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大族激

光表示，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响应稳

定证券市场的倡议，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1.75亿股减少

到1.37亿股， 募资总额也由原来的52.28亿

元降为41亿元。

大族激光6月15日公布的非公开发行

预案显示， 此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30

元/股。 此后，公司的股价便一路下挫，近期

才开始反弹，7月2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29.91元/股，仍低于计划最低增发价。 这或

许是公司对增发方案进行调整的原因。

华发股份也采取了缩减募资规模的方

式。 7月9日，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

不超过5.16亿股减少为4.36亿股，募资总额

由原来的58.9亿元调整为49.29亿元。

掌趣科技则对增发收购的方案进行了

重大调整，收购资产的估值及发行价格均有

所调整。 公司将不再收购晶合思动100%股

权，拟收购的天马时空80%股权的预估值调

整为不超过28亿元，上游信息30%股权的预

估值调整为不超过3.9亿元。 同时，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价格由原来的15.58元/股降

为11.53元/股。

定价“随行就市”

相较于已实施或拟实施定向增发的公

司，7月份新发定增预案的公司， 则采取了

更灵活的方式。 云意电气、赢时胜等公司在

发布再融资预案时，将“定价基准日” 选为

“发行期首日” ，定增定价“随行就市” 。 而

此前的定价基准日多是审议非公开发行议

案的董事会召开日。

7月15日，云意电气发布公告称，拟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3300万股， 募资不超过5.5

亿元。 本次发行，云意电气所采取的定价方

式为“按发行期首日定价” 。

赢时胜的定价方式除了采取“按发行期

首日定价”之外，还规定：若发行价不低于发

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均价，则定增股份可

立即流通；若发行价低于上述价格，但同时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均价90%的，定增股锁定期为一年。

事实上，7月份以来， 在发布定增再融

资计划的案例中，创业板公司已均采取这种

新的定价模式，类似的还有华平股份，扬杰

科技等。

分析认为，将定价基准日选为“发行期

首日” ，依据走完全部流程后的发行期股价

水平来确定定增发行价，可以避免定增破发

的“尴尬” 。

三公司并购重组获证监会通过

东诚药业、锡业股份、易食股份三家公

司并购重组方案获证监会通过，公司股票7

月23日开市起复牌。

东诚药业、锡业股份7月22日晚均公告

称，7月22日，公司收到证监会通知，经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5年第

61次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相关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易食股份同日也公告称，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审核

意见指出，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海南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将其持有的盛唐发展

控股权转让给慈航公益基金会的过程，并说

明该事项对认定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影

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目前， 上述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正式核准文件，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

以核准的正式批复后另行公告。（欧阳春香）

名称 预案公告日 方案进度 增发价格 最新股价

预案差价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资

(亿元)

广晟有色

2015-5-30

股东大会通过

54.48 42.80 -21.44 4,038.17 22.00

合众思壮

2015-6-3

股东大会通过

37.37 30.77 -17.66 1,731.17 6.47

杭电股份

2015-6-24

董事会预案

35.90 30.16 -15.99 2,730.00 9.80

国睿科技

2015-6-26

董事会预案

56.55 53.25 -5.84 884.17 5.00

新界泵业

2015-6-27

停止实施

17.49 14.56 -16.75 1,829.62 3.20

建研集团

2015-7-1

股东大会通过

20.97 18.18 -13.30 2,384.36 5.00

亿阳信通

2015-5-27

董事会预案

18.86 16.15 -14.35 6,144.70 11.62

兆驰股份

2015-6-19

股东大会通过

12.36 9.81 -20.63 29,700.47 36.71

金固股份

2015-6-23

股东大会通过

33.32 31.02 -6.90 8,102.88 27.00

海虹控股

2015-4-30

停止实施

37.75 35.74 -5.32 10,596.03 40.00

广电网络

2015-6-17

股东大会通过

18.18 16.25 -10.62 5,253.03 9.55

金螳螂

2015-6-17

股东大会通过

28.52 26.82 -5.96 14,310.00 40.81

瓜分全球万亿市场 阿里云拟3年招2000家合作伙伴

□本报记者 王荣

7月22日，阿里云举办首届分享日活动。

活动现场， 阿里云集中发布了11款新产品、

50多个行业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由200

余家大型合作伙伴提供， 未来三年阿里云的

全球合作伙伴将扩大至2000家。 这意味着更

多的A股软件公司将与阿里云合作。

阿里云总裁胡晓明表示， 全球已经步入

DT时代， 未来的一切都离不开计算和数据。

预计未来3-5年云计算的数据量将是现在的

20-30倍，将影响工业、农业、交通、生物、医

药、教育、娱乐甚至社会服务等众多领域。

合作伙伴将扩至2000家

在云计算、大数据领域，阿里云并不打算

单打独斗，而是更广泛地寻求联盟。 当日，阿

里云正式发布了汇集产品和服务的云市场，

并首次明确云计算与合作伙伴的定位。

目前， 阿里云在云计算基础设施领域覆

盖了从域名、备案、解析、计算、网络、存储、数

据库、安全、海量数据分析到互联网中间件等

一站式服务。但其行业解决方案，则是通过与

众多国内外厂家合作，尤其是掌握众多行业、

大型企业等解决方案的软件商， 将成为阿里

云合作的重点。

A股上市公司中， 已经披露与阿里巴巴

有合作关系的公司有浪潮信息、天玑科技、东

软集团等。

2014年7月，阿里云计算、浪潮集团正式

达成战略合作， 将合力开拓智慧城市和政务

云市场， 并为各行业提供从应用到服务的云

计算整体解决方案， 构建自主可控云服务生

态链。

东软集团也与阿里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 双方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就政府与公共事

业、企业、IT运营等领域进行产品与技术、解

决方案与服务、 市场联合营销与拓展等全方

位的交流与合作， 以共同推进相关领域云服

务业务的发展。

自去年启动“云合计划” 以来，阿里云上

已汇聚50多个行业解决方案， 覆盖游戏、多

媒体、政府、医疗、物联网、金融等八大领域。

这些解决方案由200余家大型合作伙伴提

供。阿里云预计，未来三年全球合作伙伴将扩

大至2000家。这意味着，更多A股公司将加入

阿里云的生态圈。

“我们聚焦于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云、专有

云、混合云。 合作伙伴向客户提供行业应用、行

业解决方案、IT服务、硬件等服务。 ”阿里云业

务总经理刘松如此解释与合作伙伴的分工。

欲瓜分万亿市场

阿里云方面介绍，2014年全球云计算市

场规模约为566亿美元。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IDC预计，这一数字将在2018年增长到1270

亿美元。

阿里是较早去IOE的大型公司， 随着阿

里云分享日召开，Wind去IOE指数7月22日

上涨了4.45个点，居所有概念股的第三名。热

门公司中，同有科技、用友网络涨停，中科曙

光涨8.88%，浪潮软件涨5.6%。 在阿里云分享

日展位上，浪潮、中科曙光设有展位，用友网

络则参与论坛发言。

阿里云相关人士指出， 传统的IOE构架

与指数增长的互联网在线业务无法匹配。 当

用户达到亿级的时候，网站过载、性能瓶颈、

重复开发已经成为业务发展瓶颈。 互联网的

问题要用互联网的架构解决， 由服务框架组

成中间件产品， 抽离相似的业务逻辑并单独

部署，在需要时只需远程调用服务框架，大大

节约前端系统的开发成本， 也提高系统的可

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互联网时代使得阿里云有了去IOE的资

本，中国石化、中国烟草、国家电网、红岭创投

等均采用了阿里云的架构。分析人士指出，阿

里云继续在全球招募合作伙伴， 意味着其解

决方案将更为多元，更着眼于全球市场。

刘松表示，过去六年，阿里云把服务于电

商和金融体系的飞天系统打造成支撑全社会

综合业务的公共云服务，从中国扩展到北美、

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市场。 未来五年，阿里云

将聚拢合作伙伴的力量， 向行业纵深领域发

展，为全球各类客户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

中国石化与新疆成立油气开发合资公司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22日从中国石化集

团获悉， 中国石化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资

合作企业———“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于7月21日成立。该公司在新疆

乌苏注册成立，主要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前身

是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 今年原油产量预计

超过100万吨。

中石化集团董事长王玉普表示，中国石化

将进一步强化产业援疆，深入探索与新疆合作

发展有效模式，积极推进企地合资合作，尽量

实现就地纳税，不断增加地方税收。 通过多种

方式，积极支持新疆企业融入石油石化全产业

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努力增加新疆地方财

政收入。 突出以人为本，尽力吸纳本地劳动力

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同时帮助新疆培训

现代化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坚持多措并举，

进一步做好扶贫帮扶工作， 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 支持新疆社会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

帮助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全力为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就在几天前，由中国石油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府重点推进的合资合作项目———中石

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也挂牌运营。 该

公司由中国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分公司和新疆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中国

石油占股99%，新投集团占股1%。 合资公司

保持中国石油管控模式、 运营体系和品牌不

变，预计每年可为地方贡献税费9.3亿元。

两大油分别与新疆成立合资合作公司，

业务领域涵盖油气上游开发和下游炼化，可

以视为是两大石油公司贯彻第二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精神的举措， 也为企地双方携手

合作树立了标杆， 对促进新疆石油石化产业

发展、增加新疆地方税收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乳业拟收购牛奶集团资产加强奶源建设

□本报记者 黄淑慧

7月22日晚，光明乳业发布公告称，下属

子公司荷斯坦牧业将采用股权收购和资产购

买的方式， 取得上海牛奶集团和上海泰杰实

业奶牛养殖业务相关的股权和资产。

公告显示，荷斯坦牧业此次收购的股权

项目包括牛奶集团下属的上海鼎健饲料

100%股权、 天津今日健康乳业30%股权以

及光明食品集团下属的上海泰杰实业持有

的上海冠牛经贸100%股权， 三项股权的合

计预评估价值约为5497万元。购买的资产项

目包含上海牛奶集团下属的济南申发牧业

等13家公司资产，资产合计预评估价值约为

11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牛奶集团隶属于光

明食品集团，前身为成立于1956年的上海市

牛奶公司，主要经营奶牛饲养、乳制品加工

及乳品行业相关业务， 同时拥有房地产业、

生物制药业、食品糕点业、乳品机械制造业

及乳品新品研发中心等。 外界此前预测，光

明乳业如将上海牛奶集团的相关资产直接

注入，不啻于一个发展捷径。 目前这一预测

正在变为现实。

近年来， 乳品行业的高速成长与产品升

级，让国内高品质奶源的稀缺问题暴露无遗。

高品质奶源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及确保食品

安全的重要因素。光明乳业去年初曾公告，将

以控股子公司荷斯坦牧业为平台， 全面整合

现有的全部奶牛场及其他牧场相关业务，并

引入战略投资者RRJ。据介绍，荷斯坦牧业计

划在未来3-5年内大幅度扩大牧场数量、单

个牧场规模，并向质量型发展模式提升，成为

公司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

对于此次收购， 光明乳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将牛奶集团的相关乳业重要资产注入上

市公司，可以强化光明乳业上游资源支撑，为

接下来的市场拓展提供奶源保障。同时，有利

于降低公司的乳制品生产成本， 确保食品安

全，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安信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员苏铖表

示，上游奶源建设属于重资产运作，借助外力

是最佳选择。 此次光明乳业将牛奶集团相关

奶牛养殖资产注入旗下荷斯坦牧业公司，明

晰了以荷斯坦牧业为主体的上游建设和管控

平台。 未来不排除该平台会进一步资产证券

化，带来巨大的资产增值，对上市公司市值贡

献非常可观。

嘉兴丝绸拟定增募资6.6亿扩网

嘉兴丝绸7月22日晚公告称，公司拟以不低于12.06元/

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72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

元，拟用于金蚕网茧丝绸行业供应链金融项目及“金三塔”

丝绸服饰O2O项目。 经测算， 本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

5.21%。 公司股票将于7月23日复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拟使用5.6亿元募集资金

对公司间接控股的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 其中：14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茧丝绸行业供应链管理

信息平台；500万元用于茧丝绸产品仓储物流网络投资；

54100万元用于向拟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的上海金蚕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筹建中，实际名称

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增资，以该公司作为主体开展茧丝

绸供应链金融业务。

有研究报告指出，“金蚕网” 是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专

业互联网交易平台，嘉兴丝绸在“金蚕网”之上扩展纺织类

交易品类，完善供应链融资、物流及仓储，将进一步增强公

司在丝绸产业链的话语权。 （傅嘉）

长信科技拟参股设立大数据公司

长信科技7月22日晚公告， 公司拟与第一大股东新疆

润丰共同出资设立长信智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其中，新疆润丰拟出资7000万，持股70%；长信科技拟出资

3000万，持股30%。

公司表示，大数据业务对公司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通过

与大股东新疆润丰的合作， 将为公司探索一条新的发展路

径。大股东新疆润丰占股比例较大，将承担创业初期的大部

分亏损，为公司转型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在长信智控的经

营业绩达到一定指标前提下，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收购长

信智控其他全部股权，达到100%控股。（张玉洁）

凤竹纺织获阳光人寿举牌

实际控制人增持

凤竹纺织7月22日晚公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增持公司272.11

万股， 增持均价为每股11.27元， 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 增持后，阳光人寿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36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

此前， 阳光人寿于7月9日至17日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1087.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

凤竹纺织同日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澄清于6月8

日、7月21日和7月22日， 通过一致行动人陈慧增持公司

590.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 陈澄清于7月21日和7

月22日， 通过一致行动人东润投资增持公司股份628.13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 上述增持合计为1218.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48%。

公告称， 陈澄清及一致行动人在未来6个月内将以自

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根

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适时增持公司股份。（欧阳春香）

老板电器上半年净利增四成

老板电器7月22日发布半年报。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

营业收入20.42亿元，同比增长27.6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3.07亿元，同比增长40.93%。

根据中怡康零售监测报告，截至2015年6月底，老板电

器主力产品吸油烟机零售量、 零售额市场份额分别为

16.48%、24.65%， 燃气灶零售量、 零售额市场份额分别为

14.10%、21.37%，消毒柜零售额市场份额为19.07%，均持

续保持行业第一。

公司表示，2015年上半年，在国家多重政策的刺激下，

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出低迷， 但厨电行业相对于房地产

业有一定的滞后期，因此整体行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据监

测，2015年上半年，主要厨房电器产品吸油烟机、燃气灶、

消毒柜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84%、-0.99%、-5.66%。

老板电器预测，2015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1,512.32万元至48,431万

元，变动幅度为20%至40%。

公司同日公告称，与凯芙隆（厦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投资意向书，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人民币3000万

元，取得本次增资扩股后凯芙隆10%的股权。标的企业主要

从事工业废水处理设备、海水淡化设备、家用、商用净水处

理设备、无菌灌装设备及相关配件的生产。本次对外投资的

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傅嘉）

伯朗特拟1.2亿收购华成公司

伯朗特（430394）7月22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拟以1.2亿元的对价，收购华成公司100%的股权。

公告显示，伯朗特计划以向冷俊、汤勇、孙毅、伦玮

鸿、董改田、石建军、程国醒、王栏燕、张卫锋、杜晓磊、

冷丽、徐山、苗立晓、范玉魁、唐渝伟、张小芬、李超、林

汉良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华成公司的100%股

权。 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2亿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目标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20元/股，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目标资产项下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600万股。

发行对象承诺，华成公司在2015年度的净利润不低

于800万元人民币；2016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1040万元

人民币；2017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1352万元人民币。

据介绍，华成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是一家专注

于工业控制领域专用电脑控制系统并集研发、 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08年，华成公司通过

了双软认证且通过软件企业的认定和软件产品的登记。

伯朗特是一家注塑成型机用智能装备及自动化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营业务为注塑成型机用机械手

及周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提供自动

化生产线的整体解决方案。伯朗特表示，华成公司整体

注入伯朗特以后，伯朗特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伯朗特

的产业链趋于完整。通过本次重组，华成公司将成为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能够协同公司在向客户提供智能装

备及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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