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士通拟募资30亿加码信息安全

卫士通8月3日晚公告称，

拟以 61.33元 /股非公开发行

4891.57万股，募资30亿元。公司

股票将于8月4日开市起复牌。

募投项目包括：新型商用密

码系列产品产业化及国际化项

目、安全智能移动终端及应用服

务产业化项目、国产自主高安全

专用终端项目、面向工业控制系

统和物联网的系列安全芯片项

目、行业安全解决方案创新中心

项目等。（傅嘉）

首钢股份拟置入大股东百亿资产

首钢股份8月3日晚公布重

组方案，首钢股份拟以持有的贵

州投资100%股权与控股股东首

钢总公司持有的京唐钢铁51%

股权进行置换，贵州投资100%

股权评估作价5.37亿元，京唐钢

铁51%股权评估作价102.55亿

元，差额部分由首钢股份以现金

方式进行补足。

本次重组前，首钢股份产品

结构主要以热轧产品为主，而京

唐钢铁产品主要以冷系高端产

品为主，且地处沿海，具有完备

的港口码头资源，物流成本优势

明显。 如本次收购顺利进行，两

家企业的资源将得到互补，首钢

股份将实现产销研用资源的有

效整合，发挥协同效应，增强临

港的物流成本优势，降低整体生

产成本，提高市场议价能力。 同

时，京唐钢铁在海水淡化、循环

经济等新产业上的优势与竞争

性，能改善和提升首钢股份的资

产质量和运营效率。（李香才）

华西能源中标35亿元大单

华西能源8月3日晚公告称，

公司与非洲能源公司（Africa�

Energy� S.A.）（以下简称 “需

方” ） 于2015年8月1日签署了

《塞内加尔AESA� 3x120MW

洁净高效电厂EPC工程总承包

项目授标函》。

根据授标函， 公司中标西

非塞内加尔3x120MW� 洁净高

效电厂项目EPC工程总包，合

同总金额5.715亿美元 (折合人

民币约34.96亿元)� ，约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的106.96%。

华西能源表示，本次中标

合同项目是塞内加尔国内目

前最大的发电站项目，电厂建

成后将对该国电力能源结构

产生重大影响，较大的缓解其

电力供应紧张格局。 本次项目

如能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执

行，将有利于提高华西能源海

外市场品牌知名度，推动公司

拓展塞内加尔及周边地区电

站市场，并将形成新的利润增

长点。 （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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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波尔通信拟出资设立子公司

波尔通信（430191）8月

3日公告称， 公司拟与湖南坤

雷信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北京乾元恒泰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

资设立湖南波尔坤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湖南长

沙市高新开发区中电软件园，

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

其中， 公司出资人民币

5,4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54.00%； 湖南坤雷信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人

民币3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4%；北京乾元恒泰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人

民币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表示，公司本次对外

投资虽然属于拓展新的业务

方向，但与现有技术和业务息

息相关， 将促进技术转化产

品，拓展新的业务方向，带动

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

合实力和竞争能力，是公司长

远战略规划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 （傅嘉）

“十三五”主要污染物减排思路确定

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3日从

环保部获悉， 环境保护 “十三

五” 规划蓝图正在抓紧制定中。

目前，环保部已起草完成“十

三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思

路方案， 被称为 “土十条” 的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

将出台。

减排思路方案初步提出的

总体思路是， 以环境质量改善

为主线， 实施环境质量和污染

排放总量双控、协同控制，实施

分区域、 分行业差别化总量控

制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浓度、

速率、 总量的时空精细化减排

管理。

纳入国家约束性指标的主

要污染物和削减比例等内容，已

作为“十三五” 环保规划主要目

标指标建设的内容报送国家发

改委。 在保留现有4项主要污染

物的基础上，“十三五” 环保规

划有望将更多的污染物纳入国

家约束性减排指标； 还将选择

1-2个流域开展总氮、总磷总量

控制试点。

环保部透露，2015年环保

部继续推进大气、 水、 土治理

“三大战役” 。 2015年，中央财

政拟划拨115亿元专项资金用

于大气污染防治，截至目前已分

两批拨付106亿元， 用于北京、

河北、河南等11省市治污。

今年上半年，三大重点区域

PM2.5平均浓度实现大幅下降。

其中， 京津冀同比下降22%，长

三角下降16.2%， 珠三角下降

20.5%，74个重点城市平均下降

17.1%。 今年的减排任务和“十

二五” 总任务有望超额完成。

下半年， 环保部将加快制定

“水十条” 实施情况考核办法及

实施细则， 研究提出近期出台的

配套政策措施清单。（欧阳春香）

蛇口工业区拟吸收合并招商地产上市

□本报记者 张昊

停牌4个月后，招商地产8月3日晚发

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称，“目前拟定

的方案为招商局蛇口换股吸收合并本公

司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 。 至

此， 招商局拟通过蛇口工业区整体上市

整合做强做大旗下地产板块的思路浮出

水面。

招商系谋地产蝶变

蛇口工业区直接和间接持有招商地产

51.89%的股份， 是招商地产的控股股东。

为推进此次重组的顺利进行， 蛇口工业区

正积极推进各项改制工作，今年6月23日，

蛇口工业区改制设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蛇口工业区官方网站显示， 目前旗下

的重点项目包括蛇口网谷、 太子湾片区综

合开发项目、海上世界城市综合体项目、前

海湾项目及光明科技园等。其中，蛇口网谷

5年内将打造成为总建筑面积超过50万平

米、 总产值超过300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园

区， 将成为蛇口高端活力湾区的支撑板块

和居业均衡的核心区域。 太子湾片区综合

开发项目位于蛇口一突堤， 片区规划用地

面积约73公顷，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第

一、世界一流的邮轮母港。海上世界城市综

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100万平米，是集历

史文化博览、文化艺术表演、会议展览、酒

店、商务办公、住宅以及餐饮娱乐为一体的

现代海滨休闲、 游览及商务活动的综合国

际社区。

随着前海从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升

级为国家级自贸区， 到蛇口一并划入自贸

区的范围， 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这片热土的

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今年7

月23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

前海蛇口片区建设实施方案》颁布，给蛇

口工业区带来重大利好。

利好或超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指出， 招商地产如能按目前

公告的方向顺利推进重组， 将给投资者带

来重大利好， 利好程度甚至远超市场前期

预期。

此次重组若成功， 将有利于消除同业

竞争， 减少内部关联交易； 有利于资源集

约， 原非上市资产管理运营效率将通过上

市平台获得提升， 交叉重叠的业务将被消

除， 集团母公司将可以一心一意支持地产

板块发展；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将大幅提升，

投资者投资回报也将大幅提升。

国内采取吸收合并方式重组的案例并

不多， 对近几年吸收合并整体上市案例的

统计分析可知， 被合并方中小股东的换股

价格较被合并方股票停牌前20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的溢价幅度平均值为20%多，重

组后多数获得市场较高认可， 股价不同程

度拉升。

渤海租赁拟要约收购Avolon100%股权

未来将致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渤海租赁拟收购爱尔兰飞机租赁公司

Avolon20%股权一事出现变化。8月3日公

司发布早间公告称，鉴于Avolon收到来自

第三方对其100%股权进行收购的全面要

约，公司董事会经审议，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团队依据市场情况， 对Avolon经营情况、

市场竞争情况等进行全面分析后向

Avolon提交全面要约收购其100%股权的

非约束性报价。 渤海租赁副董事长兼CEO

金川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将围绕

租赁主业致力于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发力飞机租赁板块

在成为全球最大集装箱租赁公司后，

飞机租赁是渤海租赁下一个发力的重点

板块。

今年4月，渤海租赁宣布定增募资160

亿元， 其中80亿元拟投向飞机租赁板块。

今年7月，渤海租赁又公告拟以26美元/股

的价格要约收购Avolon公司20%股权。

Avolon主要业务是购入商用喷气式飞机

并出售、租赁给航空公司和承租人，同时也

为第三方飞机所有者提供服务。

如今因Avolon收到来自第三方对其

100%股权进行收购的全面要约，渤海租赁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参与全面要

约收购Avolon100%股权事项。金川介绍，

Avlon是纽交所上市公司， 不排除在收购

中出现竞争对手等局面， 公司已经根据各

种可能出现的情形做好了应对预案。

金川表示，飞机租赁是一片蓝海。与单

纯增加机队扩张的方式相比， 目前国际上

飞机租赁的并购市场非常火热， 公司更倾

向于通过外延式并购相关标的。 以飞机机

队价值计，Avolon是全球第十一大飞机租

赁公司。 收购Avolon股权，将有助于提升

公司在飞机租赁业务方面的实力和市场占

有率。收购后的规模效应，则将有助于降低

成本和提升盈利水平。

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渤海租赁是目前同等体量租赁公司中

唯一拥有租赁业务全牌照的上市企业，能

够享受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双重优惠政

策。 金川表示，在控股股东的支持下，公司

将打造以租赁业务为主的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目前已经涉足于证券、银行和信托等金

融业态，未来还将拓展至互联网金融。

渤海租赁转型金控平台的最大依托

是控股股东海航资本。 海航资本旗下拥有

投资银行、租赁、保险、信托、证券、银行、

期货、基金等多项金融产业链牌照。 渤海

租赁作为集团旗下重要的上市金融平台，

未来在集团金融板块发展上将承载着重

要作用，将充分受益集团金融资源整合协

同效应。

公司今年4月曾公告，公司以11.6亿元

增资渤海人寿，增资完成后，将持有渤海人

寿20%股权，成为单一第一大股东。 5月15

日，渤海租赁又公告称，公司拟受让美兰国

际机场持有的联讯证券1.12亿股股权，未

来将成为第一大股东，受让将于2016年上

半年全部完成。

安信证券赵湘怀分析指出， 长期低成

本的险资嫁接风险较小的租赁项目， 是渤

海租赁成为金控平台开展混业经营的一大

优势。 公司对渤海人寿的增资将有利于与

险资的进一步嫁接， 有助于公司取得更低

的负债端融资成本；同时，结合公司在租赁

产业链的优势， 后续有望实现资源整合和

创新型保险业务。至于入股联讯证券，一方

面，有助于增厚公司利润，提升ROE水平；

另一方面， 联讯证券也有望在资产证券化

等方面与渤海租赁主业协同发展。

证金公司成多家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报记者 戴小河

自证金公司开启“扫货模式”以来，隔

三差五就有上市公司披露证金公司挺进前

十大股东行列。 8月3日晚，两市又有3家公

司同时发声称， 证金公司扫货扫进自家前

三大股东序列。

梅雁吉祥8月3日晚公告称，公司第一

大股东变更为证金公司。 截至7月31日，证

金公司持有梅雁吉祥股份合计9,826,800

股，占总股本的0.52%。 分析人士称，证金

公司成为梅雁吉祥第一大股东， 未必是看

好其成长性， 主要还是梅雁吉祥的大股东

持股比例一直较低， 今年以来大股东宝座

已轮替数次。

威孚高科当晚亦公告称，截至7月29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证金公司位列第三，持

有公司3337.77万股，持股比例为3.27%。

人福医药当晚也表示，截至7月31日，

证金公司持有公司4985.77万股，持股比例

为3.88%，位列公司第二大股东。

根据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的公司回

复，截至目前，证金公司还买入了广汇能源、

富春环保、盐湖股份、尔康制药、华兰生物、

三聚环保、锡业股份、广生堂、四维图新、福

瑞股份等公司股票。 此外，齐星铁塔、东华软

件、南京高科、常宝股份最新公布的前十大

股东明细中，证金公司也均新进现身。

SPC-3D技术新签订单逾百台

清新环境加快拓展工业烟气治理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从清新环境获

悉， 公司自主研发的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

深度净化技术（简称SPC-3D技术）推广

加速，目前公司新签及意向订单已达50多

个项目、110多台机组，订单量远超出公司

预期。 此外，公司湿法脱硫“零补水” 技术

也有望进入商业化运营。

订单量超预期

清新环境营销总监、监事会主席王月

淼在近期举办的“新华社全媒体治霾在行

动” 系列活动之走进重庆万州暨“万州电

厂超低排放技术交流会” 上介绍，去年12

月份公司SPC-3D技术通过专家评审会

后，公司迎来了数百人技术考察。 目前公

司新签及意向订单已达57个项目、110多

台机组，订单量超出公司预期。

清新环境技术研发副总监采有林透

露， 清新环境SPC-3D技术自公司2014年

底自主研发成功以来， 已在国内成功应用

于大唐山西云冈电厂、华润首阳山电厂、神

华安庆电厂、国华孟津电厂、神华万州电厂

等在内的百余台火电机组。 其中，有17台

机组已经投运，9台通过验收。 同样达到排

放指标要求，SPC-3D技术可为企业节省

30%-50%的资金投入， 同时运行成本仅

为同类技术的15%-30%。

采有林还介绍， 清新环境针对缺水地

区的湿法脱硫“零补水” 技术取得巨大进

展， 目前已经可以为发电企业提供这方面

的技术支持。 相比以往在缺水地区较为适

用的干法活性焦技术， 该技术可节省50%

以上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业绩快报显示， 清新环境今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9.55亿元，同比增长6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亿元，

同比增长55.81%。

减排效果显著

7月30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首个

应用清新环境SPC-3D技术的百万机组项

目———重庆神华万州电厂，近距离参观了

该厂1号机组的超低排放情况。 现场，烟气

排放非常洁净，集控室的各项监测指标都

低于超低排放的指标要求。

该厂的脱硫、除尘改造，通过多方比选，

最终选用了清新环境SPC-3D技术， 脱硫效

率可达 99%以上 ， 烟尘浓度远低于

5mg/Nm3。 不仅如此，监控显示，该技术对

于氮氧化物也有很好的清除作用。目前，该机

组为国内投运容量最大、参数最高的燃煤电

站锅炉，亦是国内首台百万等级、一次再热温

度为620度的高效超超临界、超低排放机组。

万州电厂副总经理李树民介绍，该厂

1号机组已于2月9日顺利通过168小时满

负荷试运行，并同步实现脱硝、脱硫、除尘

超低排放。 当日，电厂运行实时数据显示1

号机组烟气出口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的浓度分别为2.1mg/Nm3、3.4mg/Nm3、

20.4mg/Nm3，完全符合超低排放标准。

在现场，环保专家、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张新宁介绍， 万州电厂之所

以选择SPC-3D技术， 是因为该技术基于

原来电厂比较熟悉的空塔技术发展而来，

使烟气在塔里平均分布， 同时提高了烟气

在塔里的停留时间和反应面积。此外，该技

术还开发了管式除尘除雾装置， 提高了整

个除尘效率。 SPC-3D技术在运行过程中

表现很好，排放标准完全达到了国家要求。

清新环境在6月5日新华社世界环境

日———清新环境在行动大型主题公益活动

现场公开宣布， 清新环境免收技术专利使

用费， 将SPC-3D技术专利技术与业内无

偿分享，受到了业界好评。

证通电子发力社区金融O2O

剑指“互联网+” 大棋局

□本报记者 周文静

证通电子向“互联网金融” 转型迈出

关键性步伐。 公司8月3日晚公告，董事会

同意现金收购自然人傅德亮持有的广州佩

博利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分

析人士指出，在经过前期精心布局、测试运

营之后，证通电子的社区金融O2O大戏就

将上演。

全面接盘佩博利思

佩博利思于2014年7月17日由证通电

子与自然人傅德亮、资健共同投资设立，初

始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人代表为傅德亮。

后经多次增资及股权转让， 佩博利思注册

资本升至1000万元，证通电子股权占比升

至49%。

此次， 证通电子拟以自有资金510万

元收购剩下51%股权。收购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持有佩博利思100%股权。

与上述收购案一同通过的还有公司增

资并设立孙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告，证通电

子拟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向佩博利思增

资，后者注册资本升至5,000万元。 同时，

佩博利思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

对外投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四川省金惠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暂定名），开展社区金融

O2O的运营。

此外， 公司还通过了高达7亿的银行

授信方案。

打造社区金融O2O生态

去年12月，证通电子与四川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合作并签署O2O平台开发协

议，承接基于O2O架构的“惠生活” 社区

服务平台项目。而佩博利思是“惠生活”社

区服务平台项目开发的实施主体。

佩博利思总经理傅德亮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惠生活”社区服务平台主要围绕

银行社区网点周边半径二三公里商圈，依

托手机APP或web门户页面方式构建线上

购买、线下体验的O2O服务应用，提供的

服务内容包括商户注册与管理、商品管理、

订单管理、服务投诉与管理，居民消费者注

册与管理、便民、惠民功能应用管理、金融

服务的管理等。

傅德亮透露， 公司与四川农信社在广

元的社区金融O2O试点已经结束，从商户

和居民的反馈来看，使用效果不错。目前公

司已经拿到了四川农信社有关电子商务业

务的独家授权， 同时再拿到三五个省业务

希望很大。农信社之外，其他银行也希望与

公司就此开展合作。

从做金融支付设备发展到社区金融平

台，证通电子似已华丽转身，但是显然公司

志向不止于此。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今

年以来公司发布了多起收购公告， 包括增

资参股江苏睿博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和收购

广州云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

江苏睿博是一家为传统线下商户提供

营销、管理信息工具及商业数据智能分析的

高科技公司，主要为连锁零售企业提供基于

“云端+终端” 模式的商业信息化解决方案

及云数据全托管业务。 而云硕科技则属于时

下最热门的IDC概念，拥有3680个数字机架，

是广东单体投资最大的非电信数据中心，客

户主要是百度、京东、金山以及湖南卫视。 证

通电子董事会秘书许忠慈曾向媒体表示，

“有了自己的数据中心后， 公司未来不仅针

对自己，也会对互联网企业提供云化服务。 ”

有行业分析师指出，证通电子的布局，

从支付设备到社区金融， 从连锁零售商的

信息化到云基础平台， 其不但希望由点及

面构建金融服务平台， 更希望构建和打通

整条社区金融的大数据、云计算产业链，形

成更大生态闭环。

拟发起设立20亿元物联网并购基金

达华智能拓展互联网电视业务

达华智能8月4日公告，公

司拟与实际控制人蔡小如、中山

泓华投资、深圳润众智慧城市基

金管理公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

中山分行共同发起设立物联网

产业并购基金，基金总规模不超

过20亿元， 首期并购基金投资

总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 通过

并购基金对并购对象进行收购

和培育管理，在并购对象达到各

方约定的并购条件时，由公司优

先对并购对象进行收购，实现公

司转型战略的快速推进。

达华智能同日公告，公司与

华闻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广东

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签署了

合作框架协议书，将按照资源互

补、优势共济、协同运营与利益

分享的原则，积极推进各方在互

联网电视业务领域的深度合作。

其中，公司与华闻传媒将推

出定制硬件终端，基于中国国际

广播电视网络台互联网电视集

成播控平台，建立集内容、渠道、

平台、终端、应用服务于一体的

互联网生态圈闭环，以及集消费

电子产品硬件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和互联网电视内容产品与

应用服务营销、用户管理与运营

维护在内的完整业务链，实现业

务层面的联合运营和资本层面

的紧密合作。 力争通过三年合

作， 发展1000万互联网电视终

端用户。

另外， 公司还与华闻传媒、

国广东方议定，将对今年5月份

新成立的环球智达公司进行增

资。（常仙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