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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泉集团成功研发石墨烯纤维

圣泉集团（830881）石墨烯产业化应用取得新突破，

公司研发的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牌功能纤维有望在服装、军

工、轻工、医疗、精细化工等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28日晚

公司公告称，公司的“生物质石墨烯功能纤维及其在纺织

领域中的应用”项目于7月27日通过由山东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组织的鉴定验收，该项目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生物质石墨烯功能复合纤维，具有抗静电、远

红外、防紫外线、抗菌等多功能特性，用其制成的内暖纤维

长丝、短纤，短纤可与莫代尔、黏胶、棉、普通腈纶等其他各

种纤维搭配混纺， 长丝可与各种纤维交织制成不同功能需

求的纱线面料。

“石墨烯内暖纤维的用途并不仅限于服装领域，还

可以应用于生产车辆内饰、美容医疗卫材、摩擦材料、过

滤材料等。 ” 圣泉集团董事长唐一林介绍，“公司去年开

建的全球首条100吨/年生物质石墨烯中试生产线有望

在本月试车。公司拥有产量和价格的双重利器，有望在石

墨烯工业化竞争中占据优势。 ”（董文杰）

西藏药业剥离本草堂不良资产

□本报记者 戴小河

西藏药业7月28日晚发布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书（草案），公司拟向交易对方黄定中

出售直接持有的本草堂51%股权，黄定中将

以4128万元现金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前，黄定中持有本草堂8.9%股

权的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

有本草堂股权，黄定中将持有本草堂59.90%

股权。

分析人士称，业绩不佳与违规行为的频

现使得西藏药业对本草堂失去了耐心。 公开

资料显示，本草堂近几年连连亏损。2013年7

月， 西藏证监局对本草堂专项调查发现，其

存在多项不当行为， 包括存货盘点数据失

真、大量资金拆借等。

该人士指出， 西藏药业摆脱不良资产

的同时，也将失去药品批发销售业务。 抛售

本草堂之后， 西藏药业调整战略布局势在

必行。

中国国航拟定增募资120亿元

上半年净利大幅预增

中国国航7月28日晚公告，公司拟以不低于12.07元/股的价

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94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亿元。

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74.5亿元用于购买15架波

音B787飞机项目（含座椅等其他机内配套辅助设施）；8亿元

用于直销电子商务升级改造项目；1.5亿元用于机上WIFI（一

期）项目；36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运营规模、市场覆盖率，完善公司枢纽网络，降低营销费用，提

升旅客满意度，提高公司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

公司当晚还发布公告，预计2015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38亿元到40亿元，同比增长701%到743%。（戴小河）

供求矛盾突出 钢价持续下跌

钢铁行业形势依然严峻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7月28日召开信息发

布会， 介绍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上半年， 全国粗钢表观消费量持续下降，虽

然粗钢产量有所下降，但是钢材供大于求的

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导致钢材价格持续下

跌； 而铁矿石价格出现两个多月的反弹，钢

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严重，钢铁行业面临的

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粗钢产量近20年首降

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4.1亿吨，同比下

降1.3%。 去年同期为同比增长3%。 全国粗

钢产量近20年来首次下降，2014年很有可

能是我国粗钢产量进入峰值区的一年。中钢

协指出，按照发达国家粗钢产量变化趋势推

测，我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以后，将在峰值

附近波动一定时期以后呈现下降趋势。

历史数据显示，2014年是粗钢产量峰值

年，2013年是粗钢表观消费峰值年。 2013年

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7.1%，2014年同

比下降 3.29% ，2015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4.71%。 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进入峰值区的

特征明显， 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已经成为历

史，今后若干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将在一定区

间内波动，略微增长或有所下降均属正常。

上半年钢材出口大幅增长。 上半年，全

国出口钢材5240万吨， 同比增长27.8%；进

口钢材665万吨，同比下降8.2%。上半年累计

净出口钢材折合粗钢4766万吨， 同比增加

1279万吨。 中钢协指出，保持这样的出口量

有利于缓解国内市场供需矛盾，但是从现在

已经了解的情况看，在贸易摩擦方面已经面

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中钢协跟踪分析部分会员企业铁矿石

库存与矿价的相关性发现，两者存在较高的

正相关性。 即：矿价下跌，企业库存下降；矿

价上涨，企业库存上涨。 反映出买涨不买跌

的采购心理，钢铁企业的集中补库、集中采

购，对矿价上涨起到了助推作用。 近期铁矿

石价格出现了一波下跌行情，但是仍然不能

抵消钢材价格下跌的影响。

钢企亏损加剧

自2014年以来，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一路

下跌。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没有减缓，

反而更加剧烈。 今年以来钢材价格指数降幅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降幅。钢材价格指数持

续突破有指数记录以来的低点，目前已经跌

破63点。6月末平均价格与上年末相比，冷轧

薄板每吨下降853元， 镀锌板每吨下降851

元，热轧卷每吨下降704元，螺纹钢每吨下降

595元，高线每吨下降564元。

钢价的持续下跌导致企业亏损加剧。根

据中钢协统计，今年上半年，大中型钢铁企

业实现销售收入 1.5万亿元 ， 同比下降

17.9%； 实现利税390.5亿元， 同比下降

14.1%；实现利润总额16.4亿元，而主营业务

亏损216.8亿元，增亏167.68亿元；亏损企业

43户，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的42.6%，亏损企

业产量占会员企业钢产量的36.8%； 亏损企

业亏损额185.5亿元，同比增长98.5%。

企业之间已出现明显分化。 上半年，盈

利前10名企业合计盈利165.9亿元， 同比增

长113.1%； 亏损前10名企业合计亏损139.7

亿元，同比增长152.3%。分析盈利企业特点，

一是生铁制造成本较低，并且效益越好的企

业降本增效力度越大，仅炼钢生铁制造成本

一项， 企业间的差距每吨就高达500-900

元；二是劳动生产率高，效益较好的企业年

人均产钢普遍在800吨以上， 部分企业年人

均产钢量在1000吨左右。

形势依然严峻

中钢协分析认为，机械行业增速持续放

缓，汽车产销增速回落，造船行业新接订单

和手持订单大幅下降，传统用钢行业增长动

力不足，致使钢材需求持续下降，需求不足

仍是行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长期的低价格损害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

创新发展。 钢铁行业经过对标挖潜和管理提

升取得的降本成效完全不能弥补钢材价格下

跌带来的损失， 长此以往， 企业生存都是问

题，对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也构成了影响。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突出。 受

银行严控钢铁企业的贷款规模影响，许多钢

铁企业面临着不予增量、续贷困难、涨息和

抽贷等问题。

钢铁企业要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的严峻

性以及严峻形势的长期性，防风险首要的就

是要保证资金链不断裂。 中钢协建议，钢铁

行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变化、 结构优化、

动力转换，就要积极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 钢铁行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加快由

制造型向制造服务型转变。

深科技联营公司出面收购BridgeLux

□本报记者 傅嘉

中国证券报此前报道深科技拟参与全

面收购BridgeLux一事得到证实。深科技7

月28日晚公告称，公司联营公司开发晶之

控股子公司普华瑞于2015年7月20日晚与

FORTIS� ADVISORS� LLC（Bridgelux现

有全体股东代表）签署《兼并协议和计划》，

普华瑞将以1.3亿美元收购BridgeLux100%

股权。

深科技持有开发晶47.88%股权。本次收

购Bridgelux股权将由开发晶和重庆临空共

同投资设立的普华瑞来完成。 开发晶持有普

华瑞80%股权。

Bridgelux在全球范围内拥有LED芯片

和封装方面的技术专利优势。 截至报告日，

Bridgelux公司股份不存在担保、 抵押及质

押等股权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涉及该

等股份的重大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

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Bridgelux实现收入4102万美元，净

利 润 -715 万 美 元 ； 截 至 上 半 年 末 ，

Bridgelux总资产5175万美元，净资产2315

万美元。

深科技表示，本次收购如果成功，开发

晶相当于控制了Bridgelux企业所有的专利

及交互授权，从而掌握芯片、外延片、封装、

白光、光学设计等多项核心技术，可以进行

从芯片到模块的垂直产品整合以及氮化镓

上硅芯片的开发，并得以进入欧美、日韩等

全球高端LED产业供应链，为未来发展筑就

广阔的成长空间。

深科技还称，本次收购后，开发晶LED

产业布局将更为完善，产业链地位与行业竞

争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并为开发晶的未来上

市奠定基础。

梅泰诺子公司

获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资格

梅泰诺7月28日晚公告，公司近日收到《浙江省通信管理

局关于同意浙江金之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宽带接入网业

务试点的批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金之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取得浙江省首批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资格，在杭州市、宁

波市范围内开展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试点截止日期为2017

年12月31日。

公司称，此次获得试点资格，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影响，但是有利于公司推行“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与运

营” 的重要发展战略，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将对公司未来发

展和成长起到积极作用。（李香才）

情牵儿福院 爱满太平洋

一个约定，信守20年，感人至深；一段真情，延

续20年，暖人心田。

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上海市儿福院

里残疾儿童手术经费困难， 太平洋保险当即决定

取消原定举行的建司5周年庆典， 出资50万元，资

助50名孩子进行手术治疗。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了“救治百名孤残儿童” 大型慈善活动。 此后，

太平洋保险便与儿福院结下不解之缘。 每年都会

捐出一笔款项， 用于孩子们的治疗和改善教学条

件。 平时，每逢公司司庆日或儿童节，太平洋保险

的干部员工和青年志愿者都要到儿福院看望孩子

们，和他们一起欢度节日，并赠送学习生活用品。

这是一个从1996年延续至今的约定， 是一条

没有终点的爱心之路。 20年的责任传承，让越来越

多的孩子在太平洋保险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精准慈善 爱心有的放矢

7月21日，记者和太平洋保险的志愿者们一起

走进儿福院学前班， 正在玩耍的孩子放下手中的

玩具，睁着一双双热情的大眼睛，笑盈盈地叫“妈

妈” 。一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女孩把一块积木送

到一位“妈妈” 的手中，脸上满是纯真的笑容。 他

们是儿福院中较为幸运的孩子，残疾程度并不重，

在老师的带领下可以坐着一起玩积木、画画。

另一边的重症室很安静， 十几个孩子中有的

是重症脑瘫孩子，有的是精神有障碍的孩子。 “因

为一直在做康复治疗，这些孩子已经有了进步。 ”

儿福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为孩子们点滴的进步

而高兴。

据了解，上海市儿福院内共收养了600多名孤

儿、弃婴，虽然这里的孩子们无法感受到亲生父母

的爱，但是他们享受着保育妈妈、特教妈妈、医护

妈妈的悉心照顾， 同时还获得社会各界的关爱和

帮助。 太平洋保险就是最早伸出援助之手的合作

单位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保险总是将爱心

奉献到最需要的点上，真正实现精准帮扶。 比如，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 太平洋保险总计出资逾百万

元， 为儿福院逾50名孤残儿童进行手术脱残和康

复治疗。 在太平洋保险的资助下，很多孤残儿童得

到了及时的治疗，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提高了

生活的质量。 又如，由于儿福院位置相对偏远，很

多员工要花很长时间在上下班途中， 太平洋保险

得知这一情况后， 向儿福院赠送价值60万元的大

客车，妥善地解决了员工的出行问题。

暖心帮扶 让阳光照进童年

“爸爸妈妈” 对儿福院的孩子们来说，是熟悉

又陌生的词汇。 孩子们最喜欢和来自太平洋保险

的“爸爸妈妈” 们在一起，大手拉小手，一起去看

外面的世界。 为了给这些需要爱的关怀的孩子送

去七彩的阳光，多年来太平洋保险连续开展“爱在

你身边，情系儿福院” 主题活动中，从公司员工中

选拔出的志愿者们以“临时父母” 的身份，与孩子

们开展亲情互动活动。

2011年的太平洋保险志愿者招募是以家庭为

单位，20个志愿者们带着家人一起来到儿福院，抱

一抱孤儿，喂一喂宝宝，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向“爸

爸妈妈”热情地张开双臂，享受着愉悦的时光。 一

抹灿烂的微笑，一个温馨的拥抱，贴心的互动令儿

福院孩子们深深感受到了亲情的美好。

2012年， 太平洋保险38名员工志愿者和儿福

院孩子前往东方绿舟开展“亲子一日游” 活动。 ?

整个活动中，“临时父母” 都对自己的“孩子” 呵

护有加，抱着、驾着、背着、牵着，使出各种招术逗

孩子们开心。 那一刻，“临时家庭” 仿佛就是普天

下最普通的一个个三口之家。

“他叫茂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使他的生命之

树注定无法像他的名字般枝繁叶茂， 这一天的快

乐时光无法改变他的命运，也无法让他变得勇敢，

但愿能为他这棵小树添一片绿叶， 为他的童年添

一份快乐的记忆。 ” 在志愿者看来，儿福院的孩子

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无法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但

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由政府、儿福

院、爱心组织等融汇而成的“大家庭” ，“平凡的我

们给他们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而我们也因此而收

获了感动和珍惜。 ”

“负责任” 不仅是一种美好愿望，更是由一个

个具体的实践行动组成。每年组织儿福院爱心慈善

活动已成为太平洋保险员工行为品牌化的重要一

环，这项活动也使得企业自身的凝聚力不断加强。

20年相守 责任照亮未来

今年5月，太平洋保险的志愿者们与15名儿福

院小朋友组成“临时家庭” ，带领他们参观了刚落

成于静安雕塑公园内的上海自然博物馆。 孩子们

既兴奋又开心，不仅增长了见识，同时也感受到了

浓浓的家庭之爱。

恐龙、狮子、蝴蝶……上海自然博物馆里的标

本对儿福院的孩子们充满了吸引力。小朋友们一会

儿吓得连说好怕， 一会儿又

趴在栏杆上， 盯着栩栩如生

的标本不肯离开。 但是因为

这些孩子大多有一些先天性

疾病，为了不让他们累着，来

自太平洋保险的 “爸爸妈

妈”们主动抱起他们参观。

在走进“非洲大草原”

欣赏精彩的动物世界时，志

愿者“爸爸” 之一的90后小

伙子一直抱着儿福院的小

定胜，指点他认识准备猎食

的狮子、 美丽优雅的长颈

鹿、四散奔跑的斑马……

小女孩莎莎在儿福院

的时候就安静地站在那里，

小手指点了一下志愿者，选

定了今天的“妈妈” 。 一坐上车，莎莎把自己的小

手主动放到了“妈妈” 的手中。 在自然博物馆的餐

厅里，小莎莎开始活络起来，喝一口冰可乐，做一

个俏皮的小表情；她把汉堡的面包和肉饼分开，咬

一大口，逗着“妈妈” 笑；她还挑了一根特大的薯

条，一下子塞到了“妈妈” 的嘴巴里。 参观时博物

馆，莎莎又变成了“女汉子” ，哪里惊险可怕就往

哪里冲……莎莎灿烂的笑容，银铃般的笑声，给了

“妈妈”明媚的一天。

实际上，每年在太平洋保险的生日之际，公司

都会从几百名报名者中海选出来自集团、 子公司

和上海分公司的几十名爱心志愿者来到上海市儿

福院，开展“亲子一日游” 义工服务活动。 据太平

洋保险集团品牌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前往上

海市儿福院开展爱心活动， 是公司 “责任照亮未

来”品牌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成为一项

常态化的公益活动，而截至2014年底，公司注册志

愿者人数已经达到1587名。

用心回馈社会，公益的种子，不断在太平洋保

险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通过20年连续开展“爱在你

身边，情牵儿福院” 主题公益活动，太平洋保险累

计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捐款近250万元，赠送价值

近100万元的物资，500多名员工志愿者参与了有

助于儿福院小朋友成长的爱心互动活动。

与此同时， 公司始终密切关注贫困及孤残儿

童的教育、 安全健康成长， 通过一系列软硬件支

持，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关怀；太平洋保险在西藏

阿里地区捐建儿童福利院， 为当地政府集中收养

200多名孤儿创造了条件。 当鲁甸地震、超强台风

“威马逊” 、 马航MH370客机失联、“东方之星”

沉船事故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 太平洋

保险也都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同胞和客户送去保险

关爱和应急服务，并积极捐款捐物用于灾后重建。

太平洋保险“情牵儿福院”

二十载爱心历程：

◎1996

年，出资

50

万元为

50

多

名孤残儿童进行手术治疗。

◎1997

年， 公司领导看望手术

治疗后的孤残儿童，并赠送慰问品。

◎1998

年，组织

"

抱一抱孤儿，

看一看动物

"

游园活动，员工自发

捐款

1

万元和一批玩具。

◎1999

年，公司领导看望孤残

儿童，开展

"

游浦江、看美景

"

活动，

并赠送

600

套餐具。

◎2000

年，赠送办公用品并组

织儿福院孩子游览三甲港海滨乐

园和浦东机场。

◎2001

年，捐款

50

万元，继续

用于孤残儿童的手术脱残治疗。

◎2002

年，青年志愿者和儿福

院孩子共同游玩上海动物园。

◎2003

年，因

"

非典

"

暂停活动。

◎2004

年， 捐赠一批童车、音

像制品及婴幼儿用品。

◎2005

年，组织儿福院师生参

观海洋水族馆。

◎2006

年，向儿福院赠送价值

60

万元的大客车。

◎2007

年，赴儿福院开展爱心

活动，并赠送一批婴幼儿奶粉。

◎2008

年，在儿福院举办环保

袋发布会，捐赠

10

万元。

◎2009

年，牵手上海和成都两

地儿福院，开展爱心活动，捐赠

20

万元资助两地儿福院。

◎2010

年，开展

"

抱一抱孤儿

"

义工服务，捐赠

15

万元。

◎2011

年， 开展

"

信·任二十

年、情牵儿福院

"

主题活动，捐赠

20

万元。

◎2012

年， 前往东方绿舟开

展

"

亲子一日游

"

活动，捐赠

20

万元。

◎2013

年，捐赠

20

万元，用于

孤残儿童的康复治疗和设备购置，

并捐赠预防

"

禽流感

"

药品。

◎2014

年，捐赠

20

万元购置儿

童医疗设备，开展“绘出梦想”互动

活动。

◎2015

年，陪同儿福院孩子们

参观新落成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捐

赠

20

万元。

2015年太平洋保险志愿者在儿福院捐赠仪式后合影

太平洋保险的志愿者们组成临时家庭，带领儿福院的孩子们在室外

开展亲子游戏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