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手优客工场

方正证券拟建金融创业园

方正证券7月23日晚公告称， 公司与优客

工场（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暨联合扶持金融创新创业产业发

展合作协议》。双方拟共同建立“方正———优客

工场金融创新创业产业园” ， 在金融创新创业

产业及相应服务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根据协议， 方正证券为入驻产业园的企业

提供金融类基金PB （主经纪商） 业务综合服

务，包括但不限于研究、销售、交易、结算托管、

种子基金等服务； 优客工场作为办公空间服务

供应商，为入驻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财

务、人力资源、公司注册等服务。

优客工场成立于2015年4月， 是一家创新

型创业服务平台公司， 面向各行业创业者与广

大小微企业，包括金融类投资等创新企业，提供

共享的办公空间， 并配有办公配套服务和创业

导师实战指导加速服务， 借助创业社区为创业

者提供社交和资源整合渠道。优客工场创始人、

董事长为毛大庆。

方正证券表示， 此次合作是公司对金融创

新创业服务领域的深入探索， 有利于公司延伸

金融服务业务的渠道范围， 扩大公司品牌影响

力，丰富公司业务模式。（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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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上海国资改革提速

仪电电子拟置入大股东智慧城市业务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作为上海国资改革重要标的， 仪电电子重

组方案终于揭晓。 仪电电子7月23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以7.02元/股的价格向云赛信息等非公

开发行1.68亿股， 收购南洋万邦等多家公司股

权，共作价11.79亿元。另外，公司拟将真空显示

100%股权、电子印刷100%股权，作价3868.51

万元，出售给仪电集团下属公司仪电资产。

公司表示， 此次拟注入标的为公司控股股

东仪电集团智慧城市业务的核心资产。 未来上

市公司将成为仪电集团智慧城市核心战略实现

的重要发展平台。

打造智慧城市平台

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仪电电子将

直接持有南洋万邦、塞嘉电子、宝通汎球、科学仪

器、分析仪器的100%股权，持有信息网络73.3%

股权、科技网络80%股权、卫生网络49%股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通过收购拟注入资产，

将实现对智慧城市行业三大层次的覆盖： 以仪

器仪表、监控设备、传感设备为主的感知层，以

云计算为核心的平台层，以及囊括智慧建筑、智

慧交通、平安城市、智慧检测/智慧监测、智慧政

务、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七大领域的应用层。

上市公司通过收购盈利能力良好、 发展前

景广阔的智慧城市业务相关资产， 业务体系将

覆盖智慧城市核心软硬件两大线下渠道， 并基

于云平台和大数据形成智慧校园、智慧医疗、平

安城市、智慧检测/智慧监测、智慧交通、智慧建

筑、智慧政务等七大行业的应用解决方案。

仪电电子表示， 此次交易将令上市公司有

效推进主营业务转型发展， 逐渐转型成为智慧

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从而改变主营业

务长期盈利较差的状况， 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改善。

国企改革提速

此次仪电电子注入大股东资产， 是仪电集

团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 上海作为国资国企改

革的重点区域，正加速推动改革再上新台阶。

据介绍，仪电集团国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

未来成为上海市国资系统8-10家全国布局、海

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之一，并实现

从控股管理型公司向经营管理型公司的转变，

并实现核心业务资产的证券化。

此次资产重组是实现仪电集团信息服务核

心产业板块（智慧城市业务）证券化的重要部

署，符合上海国资改革精神，即：推动有条件的

国企整体上市， 同时促使大型国有企业进一步

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代表， 实现国

有资本保值增值及整体效率的最优化。

业绩底气支撑 高送转公司增多

□本报记者 汪珺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3日19时，

两市共有81家公司披露中报高送转预案。 其

中，14家公司推出了“10转20” 的大手笔送

转预案。 中小创公司仍然是披露高送转预案

的高地，而专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计算机、

软件信息服务技术等行业则是高送转的集中

区。

业内人士指出，推出高送转分配预案，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上市公司对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有

信心，而且，在当前市场震荡格局之下，也显示

出上市公司维稳股价的意愿。 不过，仍然要谨防

纯炒作“高送转” 概念，最好还是结合公司的中

报业绩一起判断。

“土豪”公司增多

从已公告的预案情况来看， 不仅今年中期

推出送转预案公司的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多，公

司的出手也更为阔绰。 截至7月23日19时，两市

共有美康生物、洛阳钼业、亨通光电、东方金珏、

贵州百灵、汉缆股份、和邦股份等14家公司推出

了“10股转赠20股”的分配预案。

推出“10股送15股” 分配预案的公司有18

家，包括利君股份、捷成股份等。 还有多达37家

公司达到“10转增10股” 的高送转门槛。 整体

看，拟“10转增10” 以上的公司占目前已推出中

期分配预案公司的比例高达85%。

中小板和创业板仍是高送转的“高地” 。数

据显示，在81只高送转预案的公司中，沪深主板

有20只，中小板个股有22只，创业板有39只。 中

小创公司的比例达到75%。

从行业分布看，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专用

设备制造成为高送转的重地， 共有12家公司公

布送转预案。 此外，医药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

软件和信息服务技术也分别有6-8家公司公布

送转预案。

业绩底气支撑

为何今年中报如此多的公司推出送转预

案？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般而言，上市公司选

择高送转， 一方面是表明公司对持续增长充满

信心，另一方面，一些股价高、流动性较差的公

司，可以通过高送转降低股价，扩张股本，增加

股票流动性，如不少中小创公司。还有一部分原

因可能是不少业绩不错的个股在泥沙俱下的大

环境下被“错杀” ，上市公司急需发布利好消息

来维稳股价。

也有观点指出，要谨防纯炒作“高送转” 概

念， 最好还是结合中报业绩一起判断。 公告显

示，汉缆股份2015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5亿至

1.8亿元，同比增幅42.48%至70.97%。同时，公司

推出了最慷慨的送转预案，提议半年报“10转

增10送11派3” 。 公司7月23日盘中也创出了股

价的年内高点，最高曾达到29.60元/股。

又如推出“10转增10” 预案的上海莱士预

计，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8.07亿元-8.

42亿元，同比增长365%-385%。 公司股价也是

节节升高，基本没有受到上一波血洗的影响。

中国中车获史上最大地铁订单

近期订单总计122亿元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23日从中国中车获悉，

中国中车旗下青岛四方股份公司中标香港市区

线地铁车项目，总金额约48.4亿元人民币。 这不

仅是港铁史上最大规模的车辆采购， 也是中国

境内诞生的最大一笔地铁订单。

港铁公司一直致力透过资产更新策略，为

乘客提供高水平的列车服务。 此次购买的93

（744辆）列地铁列车，将全面取代现行观塘线、

荃湾线、港岛线及将军澳线的第一代列车。这批

地铁列车将配备更先进的运作系统和设备，并

于2018年至2023年间陆续交付。

此外，这批列车将具备一些崭新的功能，如

采用新一代的照明系统，加强空间感；引入新的

动态路线图，为乘客提供更多资讯，充满“互联

网+” 气息；改用环形扶手杆，令更多站立的乘

客可以在车厢内紧握扶手； 吊环扶手将采用较

软的物料，符合人体工程学和时尚的设计，令乘

客紧握扶手时更为舒适。

当晚，中国中车还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期

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 合计金额约122.2亿

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控股子公司西安永电金

风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机有

限公司分别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总计约76.4亿元人民币的风力发电机组

销售合同；下属货车企业分别与中国铁路建设

投资公司签订了总计约13.2亿元人民币的货车

检修合同；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与必和必拓公司及VALE莫桑

比克公司签订了总计约4.4亿元人民币的货车

出口合同。

苏宁云商抛350亿元大单搅动电视机市场

□本报记者 李巍

在近日举办的2015年（第十一届）中国数

字电视产业发展大会上， 苏宁云商与海信、创

维、TCL、长虹、康佳、先锋、夏普、索尼等厂商签

订年度350亿采购大单，欲借此推动行业前行和

消费结构升级，同时为苏宁将于7月28日启动的

年中大促储备弹药。

6月初，苏宁即向各大彩电品牌发出大单采

购意向书，要求产品在性能、价格等方面保证优

势， 还特别联合中国电子商会调研选出10款最

受用户欢迎的明星单品， 在全国范围内放量销

售，其中包括获得2015年“互联网电视技术创

新奖” 的PPTV� 4K智能电视。

苏宁黑电事业部总经理陶京海表示，将于7月

31日至8月2日启动“万人空巷抢彩电”活动，苏宁

将延续线上线下联合作战的方式，以商品为导向，

低价为手段，服务为支撑，以PC、移动、门店和家

庭客厅端等多端互动为入口，提前打响818大促的

第一枪。海量爆款货源充足，中低高全线产品集中

发力，满足消费者对彩电的多元化需求。

本次抢彩电活动将首次面向农村市场，苏

宁将依托遍布全国的苏宁易购直营店和上千家

服务站为农村市场消费者带来低价、 质优的商

品，并提供与城市消费者一样品质的售后服务，

实现购物无忧。

金融方面也将重点发力。 苏宁推出O2O融

合的信用消费产品“任性付” ，将消费金融与零

售流程直接对接。消费者开通“任性付” ，可先购

物，后还款，具有灵活、高效、期限长等特点，真正

让消费者享受购物优惠。 物流配送方面， 推出

“送装一体” 服务，地域涵盖全国31个省辖市。

武汉凡谷拟定增募资13亿

武汉凡谷7月23日晚公告称， 拟以不低于

20.13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458.02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亿投资多项业务。 公司股

票将于7月24日复牌。

此次募投项目包括： 数字移动通信天馈系

统电子生产扩建二期项目，拟投资3.58亿元；数

字移动通信天馈系统一体化加工扩建二期项

目，拟投资4.21亿元；新型介质开发及一体化加

工扩建项目，拟投资0.74亿元；自动化工程建设

项目，拟投资0.57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拟投资

3.9亿元。

武汉凡谷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

成为了国内射频器件领域的领先企业。 伴随全

球进入4G网络的建设高峰期，公司的业务也进

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

行技术研发和创新， 形成了一批高技术含量的

新产品储备。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

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现有产品的产能，以满

足目前快速发展的移动通信市场的需求。同时，

还将使公司的数字微波收发信机及采用新型介

质的射频器件等一批新产品得以量产， 从而提

高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值， 增强公司在

未来通信市场的竞争力， 实现公司的重要战略

部署。（傅嘉）

与九鼎投资合作 海航物流拟设200亿元物流基金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23日从海航物流集团

获悉，海航物流集团、九鼎投资及天行投资近日

签署合作协议，拟建立总规模200亿元的物流产

业基金， 主要进行大物流领域下细分产业整合

及股权投资。 该项目将在近年内逐步落实。

海航物流集团及旗下天行投资与九鼎投资

此番合作，是三方在面对国内物流市场投资“碎

片化”问题的一次有力尝试。 有关数据显示，中

国物流市场容量达到5.1万亿元， 国内大型物流

企业的经营规模已超千亿。 一方面，庞大的市场

规模面对的是零散的产业布局，专业化、精细化

运作呈大势所趋；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发

展，新的互联网经济由传统To� B业务向To� C业

务转变，为整合物流专业细分领域提供了契机。

“产业投资终究离不开资本的撬动，我们的

合作也就水到渠成。 ”天行投资相关人士介绍，

成立物流产业基金是三方发挥各自优势的一次

集中体现。 通过资源互补，实现以金融资本助力

物流产业发展升级， 是海航物流成为全球物流

产业资源整合商的一次战略布局。

不久前，海航物流集团旗下的新三板公司海

航华日（831900）在新三板面向不超过35家投

资人成功实施17亿元的大额定向增发，海航物流

集团作为控股股东以现金认购46,690万股。 海

航华日此次募集的17亿元，将主要用于冷链产业

链的整合投资： 一方面横向布局全国冷链网络，

完善实体运营能力和业务体系；另一方面纵向进

入冷链金融、冷链科技等产业链延伸领域，培育

创新增值服务功能，构建全网、全系、标准化的冷

链生态圈和产融信一体的冷链集成服务商。

扬子地板

与土巴兔战略合作

扬子地板 （430539）7月23日晚公告

称， 近日， 公司与深圳彬迅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土巴兔电商” ）签订了《土巴

兔电商平台合作协议》。 土巴兔电商利用

网 站 http://www.to8to.com� 或 http:

//www.tubatu.com（以下简称“土巴兔

平台” ）推广和销售扬子地板提供的商品。

扬子地板向土巴兔电商及其平台业主提供

安装和质保服务。

扬子地板表示， 协议对公司业务从线

下扩展到线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对公司的

品牌推广以及扩大消费者的认知度具有积

极的影响， 也为公司拓展互联网+业务做

出积极的尝试。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彬迅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国彬，经

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器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销售等。 土巴兔

电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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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 或“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

行动人新郎·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国际” ）通知，新

郎希努尔集团和新郎国际正在筹划协议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事宜，相

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485，股

票简称：希努尔）已于2015年7月23日开市起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债券（证券代码：112146，证券简称：12希努01）不停牌。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2015-047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情见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提示

说明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193,923,723股， 发行对象为包括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卫星控股” ）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除卫星控股外，其他发行对象须为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组织。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15.47元/股。 卫星控股拟以现金参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认购金额不超过3亿元，认购数量为实际认购金额除以实际发行价格。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若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上限测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800,

000,000股增加到993,923,723股。 若按照卫星控股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3亿元且发行价格为15.47元/

股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卫星控股持有的股份比例将由49.88%调整至不超过42.10%，茂源投资

持有的股份比例将由6.38%调整至5.13%，YANG� YA� ZHEN持有的股份比例将由17.88%调整至

14.39%。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于《浙江卫星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6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3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中

胜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截至2015年7月22日王中胜先生以个人自筹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方式从二级市场共计买入公司股份37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94%。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增持股

数

（

股

）

成交均价

（

元

）

增持后持股数

（

股

）

增持后占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王中胜 董事长

28,138,790 377,900 26.45 28,516,690 9.7680%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2、增持计划：王中胜先生未来六个月内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市场情

况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3、增持方式：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王中胜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4、后续若王中胜先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3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3日上午以通讯方式

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敬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

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7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

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制剂业务未来发展需要，公司拟自筹资金购买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现代工业园

区内的约9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与现有制剂新厂区接壤），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

年限为50年。并拟与仙居县工业园区管委会签署《仙居县工业园区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

而后依法进入土地的“招、拍、挂”程序。

依照《仙居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规定》（仙政办发【2012】130号）的相关指导原

则，本次国有土地出让起始价约为人民币25万元/亩，公司拟购买土地共约90亩（具体以规

划红线四至为准），合计价款约为人民币2250万元。实际价款以最终“招、拍、挂” 实际成交

价为准。

对于上述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各类相关手续，

履行相关程序。

公司若最终取得该项土地使用权，则可为公司制剂业务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地资

源，有利于公司在制剂制造领域积极对接国内外资源，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与公司发展

战略相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