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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探营

三众能源助力绿色能源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刘杨

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厂区

内， 一间只有120平方米的屋子负责京运

通全厂25万平方米的供热和制热，这里既

看不到煤灰也看不到燃烧的火焰。 与老式

燃煤锅炉打过多年交道的郭玉山对中国

证券报社记者表示：“工作环境跟以前大

不相同， 再也不用大批人马24小时盯着，

这套设备无烟、无灰、只有水循环。 ” 这种

改变来自于三众能源（430163）的地源热

泵系统。

公司董事长李红霞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三众能源利用热泵技术，开发创新应用地

热地温能。 公司从热泵系统、冰蓄冷系统、云

平台远程监控系统等作为切入点， 全面辐射

到节能产品、节能工程、节能服务领域。

调整战略方向

“深层土壤四季恒温，冬季热泵主机将

土壤里的热量提取出来，变成高温的热水，

对厂区进行供暖。 到了夏季，则把厂区中的

热量抽出，排到土壤当中，形成冬季供暖、

夏季制冷两用的系统。 ” 三众能源技术总监

庄宇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道。

三众能源成立于2004年，2008年承接

了河北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地源热泵工

程项目， 并以此为契机转向可再生能源领

域发展。 2012年11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2014年9月转为做市交易。截至2015年7月2

日，公司总股本3553万股，其中1645万股为

流通股，均在新三板交易。

目前， 三众能源正积极调整战略方

向，以工程集成为基础，发展能源互联网，

主推“绿色建筑云平台” ，通过自主研发

的地源热泵集中控制器，实现智能建筑节

能，转变为从传统的工程集成，到合同能

源管理， 运营托管、PPP模式的节能环保

企业。

“公司研发的地缘热泵集中控制器运

行过程中只消耗电能，控制器运行过程中没

有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而且该系统控制

器利用的是浅层地热能，浅层地热能是一种

可再生的绿色能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节能

减排系统。 ” 庄宇说。

据介绍，跟传统的中央空调系统相比，地

缘热泵系统节能约为30%至40%。 目前，北京

市可应用热泵系统的资源主要包括深层地

热、浅层地温、再生水、电厂余热等，初步测算

资源储量可为约8亿平方米的建筑供热制冷。

当前，北京市对使用热泵系统的用户给

予固定资产投资支持， 其中对深层地热、燃

油燃煤锅炉改用热泵给予50%的资金支持，

对于新建余热、 再生水和土壤源热泵给予

30%的资金支持。

技术门槛较高

三众能源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新能源

空调系统集成工程，2013年新增工程合同

12个，2014年新增工程合同17个， 增长

42%，2015年上半年新增工程合同11个，同

比增长83%。 据介绍，近年来三众能源在京

津冀地区开展了500多万平方米的项目，每

年节约燃煤约70万余吨。

目前， 三众能源基于地源热泵技术拥有

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自2014年以来现有

项目订单储备达3亿元以上，包括绿色建筑地

缘热泵项目、新农村供暖改造项目、老旧小区

煤改电项目、绿色建筑咨询设计项目等。

“地质条件决定施工的难度。 地源热

泵行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特点，项目要获得

良好的运行效果，需要企业掌握不同地质

条件下地源热泵系统设计的特殊性，能够

将地质、建筑、暖通等多领域的技术有机

结合。” 庄宇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以全

国组织干部学院为例，一次性投资地源热

泵系统工程， 一年可节省电费200万元。

这套系统可提供供暖、 制冷两种用途，冬

夏季各运行5个月。 相比传统市政供暖和

中央空调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初始投资

400余万元，2年可收回初始投资。 保守来

看，一般的地源热泵项目3-5年就可以回

收成本。 ”

据了解,目前地源热泵系统在国内尚处

于政府项目示范引导和技术逐步成熟的阶

段，拥有成功的案例就成为了客户选择供应

商的重要指标。 由于单个项目服务周期长，

系统集成服务商需要通过长期的市场拓展

与服务实践，才能积累足够的业绩，新进入

者很难在短期内达到这一要求。

无排放、高效节能等特点使得越来越多

的企事业单位纷纷选择安装地源热泵系统

取代空调设备。 三众能源的董事会秘书郭

上群说：“政府的项目回款周期短， 公司更

倾向于承接一些来自政府机关的项目，此外

也承接了一些商业企业、文教医疗、工业企

业和绿色住宅等方面的项目。 ”

拓展运维业务

三众能源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30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415万元，与

上年同期207.5万元相比增长100%。郭上群表

示，预计全年业绩有望冲击1400万元。

对于刚刚实施完毕的本次定向增发，李

红霞表示，募集资金2600多万元，主要是为

了补充项目的流动资金。 郭上群认为，目前

公司的财务策略相对保守，但在扩张的大背

景下，财务策略将转向更为激进。

“目前公司总资产1.3亿元左右，今年上

半年公司的银行贷款仅为1450万元， 都是

短期贷款，公司的实际资产负债率很低。 ”

郭上群表示，“今年的业务肯定要扩张，既

定方针是提高资产负债率， 加快资金的运

作，带来项目快速周转，提高财务收益率。 ”

“今年三众能源将考虑进军清洁能源

领域。 ” 李红霞表示，初步构想是从运维领

域切入到清洁能源领域，将寻找合适的项目

或者标的适时介入。

李红霞同时表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运维业务在今年将兑现相应的收益。 “今

年刚刚开始着手运维领域， 全年该业务形

成百万级别的盈利可能性较大， 虽然总量

并不高，但从收益率和后续的拓展空间看，

运维业务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将使得公司

摆脱过去单一依靠工程项目盈利的局面，

拓展新的业务模式， 并形成更强的供应链

议价能力。 未来几年公司业绩高速成长较

为确定。 ”

移动营销将进入发展快轨

□本报记者 王荣

移动营销是下一个风口。 8月4日，深

圳市掌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作价4.1亿

元借壳申石软件，就在3天前，思美传媒公

告以3.25亿元收购爱德康赛100%股权。

掌众信息、爱德康赛均为移动互联网广告

运营商。

广发证券分析师指出， 移动营销是继

移动游戏后，移动互联网第二波变现浪潮。

2014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对移动营销公司

发起20余宗投资并购案， 涉及金额超100

亿元。

业绩靓丽

无论是掌众信息还是爱德康赛，靓丽的

业绩是其共同的标签。

掌众信息2015年1-3月、2014年度、

2013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69万元、

6592.68万元、2575.66万元， 分别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2.79万元 、

2121.18万元、810.66万元。

爱德康赛的股东则承诺 ，2015年至

2019年， 经审核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00万元、3250万元、4225万元、4647.5万

元、5112.3万元。

事实上， 并购移动营销公司也使得不

少上市公司颇为受益。 2014年，久其软件

收购移动营销公司亿起联科技， 今年上半

年公司新增移动广告业务收入6137万元。

公司称，由于亿起联科技纳入合并范围，公

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726.53万元， 去年同

期为亏损。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国内拥有13亿手

机用户、3G/4G普及率为46%。 这些数字透

露出企业移动化趋势不可逆转。 同时，移动

营销公司结合LBS等传感器数据，能够根据

年龄、性别、爱好、地理位置和网络习惯等用

户标签进行精准匹配，大大增强了移动广告

的投放效果。

长江证券分析师测算， 随着广告主逐

渐认识到移动营销的重要性， 并伴随着移

动广告产品展现形式、 互动形式的创新与

丰富， 预计移动营销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营销市场

规模约为300亿元，同比增长122.1%，占网

络广告市场19.3%， 占中国广告市场约

5.3%。 预计2017年移动营销的市场规模将

超过PC互联网广告，成为中国第一大媒体。

前景看好

正因为看好移动营销市场前景，2014

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对移动营销公司发

起了20余宗投资并购案， 涉及金额超100

亿元。

上市公司对移动营销公司的估值普遍

较高。久其软件收购亿起联科技100%股权，

评估值为48013.77万元， 较其账面净资产

（母公司口径）增值2474.89%。

4月24日，用友网络宣布，以1.25亿元

的价格收购上海秉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2.50%股权， 并以5000万元向秉钧网络

增资。 在此次收购中，秉钧网络的整体估

值约为2亿元， 用友网络给出了10倍多的

PB估值。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高估值收购移动营

销公司还将持续。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

计，今年上半年，移动营销公司融资或被收

购的案例达13起。

不过，目前移动营销公司领域鱼龙混

杂。 据微信相关人士介绍，由于微信开发

对于很多传统企业而言门槛较高，只有不

到10%的企业具有开发能力，因而催生了

对微信营销第三方服务开发商的庞大需

求。 目前第三方开发企业数量超千家，这

些企业大多处在初创阶段，规模小、资本

实力、风险承受能力、技术实力都相对薄

弱，大多数只能提供一些同质化严重的基

础功能，开发商往往通过价格战等方式来

获得业务。

长江证券分析师认为，经过近两年野蛮

式发展， 行业优胜劣汰将开始发挥作用，技

术实力弱、 产品无特色的厂商将被逐渐淘

汰。 另一方面，资本也在加快进入到这个产

业， 获得资本青睐的公司开始加速产品研

发、市场拓展及渠道布局，推动行业资源逐

步向优势企业集中。

中科汇通

增持朗科科技股份至20%

□本报记者 刘杨

朗科科技8月5日晚间发布公告， 中科汇通于7月31日、8

月3日、8月4日在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233万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463%。 增持后，其持有公司股份

从18.2641%上升至20.0104%。

中科汇通近期大举买入朗科科技。 其中，7月22日至28

日， 中科汇通在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435.51万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6%。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此次增持，中科汇通对朗科科技的持

股比例和大股东已经相当接近。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报，朗科

科技大股东邓国顺持有2890万股，持股比例为21.63%。 此次

增持后，中科汇通与大股东持股仅相差216.60万股。

广电网络拟设互联网金融公司

□本报记者 汪珺

广电网络8月5日晚间公告，公司下属子公司陕西华通文

化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设立互联网金融

全资子公司，从而搭建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运营平台，从事互

联网金融业务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业务。

广电网络称， 投资设立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公司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首次尝试，是传统业务与创新金融的有益结合，是

推进“互联网+” 战略的积极实践。 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为

产业链上合作伙伴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 可以满足产业链金

融需求，提升产业黏性，拓展业务外延，丰富投融资渠道。长期

来看，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扩大公司规模，通过跨界融

合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发展需要。

互联网金融正处在风口上，许多公司纷纷涉足互联网金融

业。但目前，市场上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同质化严重，平台运营

模式相似度高，市场竞争激烈。此外，互联网金融的行业标准尚

不明确，监管法规正在陆续出台，运营模式也未完全定型。

广电网络称， 公司及华通创投将密切关注政策发展动态

并据此适时调整业务发展方向，确保合法合规经营。华通创投

将以文化产业生态链为导向，逐步深入挖掘融资需求和规模，

推动业务长期可持续发展。

长虹集团称赵勇正常履职

整合合肥鑫昊属集体决策

□本报记者 汪珺

长虹集团8月5日晚间发布公告， 再次就

董事长赵勇涉嫌严重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

重大损失的报道进行情况说明。 公告称，公司

目前未持有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

司（简称“合肥鑫昊” ）股权，合肥鑫昊项目

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无影响。 除已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外， 公司与

合肥鑫昊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公司生

产经营正常。 赵勇目前在正常履职状态中。

公告称，关于杨学军举报反映赵勇在投

资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简

称“合肥鑫昊” ）等离子项目的决策中滥用

职权、违法决策，并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的有关问题，前期绵阳市委、市政府组织联

合调查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调查

结论，并于2015年4月29日将调查情况和结

论性意见向杨学军和长虹集团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进行了通报。

主要调查结论及本次核查意见说明显

示：经核查，在H3项目建设运营阶段，长虹

集团协调解决H3项目贷款， 为合肥鑫昊提

供委托贷款和贷款担保等事项经过了长虹

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 在整合收购阶段，长

虹集团独立实施了对合肥鑫昊的分阶段整

合，经过了长虹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属于

公司集体决策。

此外， 由于等离子行业发生了重大变

化， 合肥鑫昊进行了战略调整及产业转型，

鉴于目前长虹集团对合肥鑫昊投资项目正

在实施中，其经济效益需待项目实施结束后

方可进行最终评估。

公告同时称， 赵勇现任长虹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

务，在正常履职状态中。

卫士通签终端产品采购合同

□本报记者 刘杨

卫士通8月5日晚间公告，公司近期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终端有限公司签署了终端产品采购框架合同和一项机型采购

合同。

公告显示，公司与终端公司签订了采购框架合同（终端

类）和努比亚NX505J机型采购合同。由终端公司向卫士通采

购安全移动终端， 并通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渠道推向

市场。卫士通承诺，终端公司为具体机型采购合同中产品在中

国大陆地区的唯一产品代理商。双方的合作方式采用买断、包

销或代销中的一种，具体方式在合同中约定。本次签订的努比

亚NX505J机型采购合同采用包销方式，前期提货量10万台。

卫士通表示， 本次合作是公司开拓互联网信息安全领域

的重大成果， 综合体现了公司安全通信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

实力。公司将继续发挥产品开发能力和运营能力，持续做好移

动互联网信息安全终端产品的技术支持， 促进移动互联网安

全业务的发展。

亚邦股份拟收购道博化工

进入溶剂染料市场

□本报记者 汪珺

亚邦股份8月5日晚公告， 公司拟用现

金方式收购张华等17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 （简称 “道博化

工” ）100%股权。目前，交易对价尚未确定，

亚邦股份称，拟通过使用变更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2万吨商品染料” 的募集资

金27066万元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部分，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股票8月6

日开市起复牌。

道博化工成立于2011年， 注册资本1

亿元，主要从事分散染料、溶剂染料的生

产销售， 其产品分散红343、 分散红356，

2014年产销量为国内第一。 2014年，道博

化工实现营业收入 和 净利润 分别为

26696.69万元和891.57万元，2015年1-6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和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6930.57万元和2340.43万元。 截至2015

年6月30日， 道博化工总资产44957.72万

元，净资产9062.69万元。

张华为道博化工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曾任亚邦股份控股股东亚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亚邦集团” ）的董事，

且持有亚邦集团0.5%股份。 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亚邦股份主营纺织染料及染料中

间体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

务。 公司在蒽醌结构分散染料、还原染

料等产业基础上 ， 积极发展新型高档

染料。

道博化工生产的分散染料、溶剂染

料就属于新型高档染料。 其中，分散染

料是一类水溶性较低的非离子型染料，

主要用于聚酯纤维和醋酯纤维的染色；

溶剂染料主要用于塑料母粒 、 涤纶纺

丝 、油墨等的着色使用，具有较高的应

用范围。

此次收购道博化工，有助于亚邦股份完

善分散染料的产品结构、迅速进入溶剂染料

市场，提高盈利能力。不过，交易各方对资产

收购所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在进一步沟通论

证中，亚邦股份与交易对方尚未签订意向协

议等书面文件。

云意电气拟合设并购基金

投资智能汽车相关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云意电气8月5日晚间公告， 拟与珠海乾贞合作设立珠海

广发云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发云意” ），广发云意注

册资本为300万元， 云意电气与珠海乾贞分别以货币出资135

万元和165万元，分别占广发云意注册资本的45%和55%。广发

云意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成立珠海广发云意智能汽车

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主要投资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涉及

的相关产业链领域。

云意电气表示， 公司通过产业投资的方式能够加快自身

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培养一批优质项目企业，形成较为成熟的

产业投资模式。同时，公司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放大投资

能力，抓住并购发展的市场机遇，为未来发展储备更多并购标

的，进一步提高公司开拓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根据公告，该产业基金成立后，将主要投资智能汽车、新

能源汽车及其相关领域。公司表示，将立足汽车智能电源控制

器领域，横向拓展产业链，借助并购基金的优势，进一步整合

公司及合作方的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中国石化等央企推进电子招投标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与招标投标制度的深

度融合，在多部委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央企

采用电子招投标平台。在日前举行的中国“互

联网+”招标采购发展论坛上，中国石化工程

部副主任吴文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

司电子招投标平台于今年3月上线后试运行，

今年12月系统通过认证后争取在中国石化整

个工程建设板块实现电子招投标。

据吴文信介绍， 平台整体分为交易平台

和监管平台两大类。“今后公司会将招标平台

与企业内部ERP关联起来。 这意味着，此后不

进入电子招标系统，就无法签订合同。 ”

上海宝华招标公司为宝钢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早在2008年

就推出了全流程第一个平台，并在宝钢内部

推广。“当时宝钢股份与宝信软件两家公司

整合成一个团队， 合计约进行了4000万元

的投入。 ”

据介绍，电子招投标制度将顺应时代发

展趋势，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成为转变行

政监督的有效方式。电子招投标平台建设在

下半年有望加速推进。

永达汽车与阿里战略合作

打造互联网汽车O2O生态圈

□本报记者 徐金忠

8月5日，永达汽车与阿里巴巴旗下阿里汽车签署互联网

汽车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永达汽车将与阿里汽车共同打造首届互联网

汽车节，并通过双方的资源整合，在专营定制车销售、平行进

口车销售、分时预约保养服务、线下连锁交车服务点、二手车

业务以及汽车金融业务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为车主

提供全方位、立体化、便捷式的汽车相关服务，共同打造汽车

生活O2O平台“永达汽车生活一号馆” 。

基于阿里汽车的大数据分析， 永达汽车将通过与各品牌

主机厂的合作，开发专营定制车型在线进行销售。在阿里汽车

首届互联网汽车节上，双方将联合推出4000辆首批定制款车

型，这将重新定义互联网新车销售商业模式。 另外，永达汽车

还将成为阿里汽车“车秒贷” 业务战略合作伙伴及对应金融

服务提供商。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本次永达汽车与阿里汽车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互联网+” 时代汽车行业线上到线

下完整销售服务解决方案方面的一次全面合作， 是中国汽车

产业发展的重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