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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兜底效益显现

“PE+上市公司” 模式持续高热

□

本报记者 王荣

硅谷天堂刚刚公布的靓丽中报业绩为

“PE+上市公司” 模式注入兴奋剂，公司称，

上半年净利润实现210倍的增长主要原因是

公司“PE+上市公司” 模式相关业务从今年

开始陆续进入利润释放期， 对公司净利润形

成较大的积极影响。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 自7月1

日以来，不足40天的时间，已经有56家上市公

司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如8月6日晚升达林业

又公告， 公司将与山南大利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成立智能互联网家居产业并购基金。

“PE+上市公司”持续走热

2011-2012年，硅谷天堂开始进行“PE+

上市公司” 模式的试运行，到2013-2014年，

其“PE+上市公司” 模式逐步成熟，并形成一

定规模。

硅谷天堂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15年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19亿元，同

比增 693 .85% ；净利润为 6 .81亿元，同比

增 21046.83%；基本每股收益0.5元，同比

增7128.37%。

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发现， 截至目

前， 硅谷天堂已经与30多家A股上市公司建

立了“PE+上市公司”的业务关系。 硅谷天堂

称，公司“PE+上市公司” 模式相关业务从今

年开始陆续进入利润释放期， 对公司净利润

形成较大的积极影响。

从硅谷天堂开始，“PE+上市公司” 模式

不断高潮迭起。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

计，自7月1日以来，不足40天的时间，就有56

家上市公司公告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如九牧王8月3日晚公告称， 公司全资子

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与上海景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起

设立了上海景林九盛欣联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投资于互联网时尚生活相关项目。

就在当天， 上海景林九盛欣联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就宣布，与九牧王一起投资韩都

衣舍， 共投入金额1200万美元， 占后者

5.9094%的股权。

上市公司开始兜底

上市公司可以为众多PE的项目提供退

出通道，成为“PE+上市公司” 模式的重要

推手。

如博雅生物， 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高

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

股票自4月23日开始停牌。 而此前的3月23日

晚博雅生物公告称，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高特

佳集团控制的子公司弘瑞投资及其他方，以

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共同设立医药产业并购

基金。

又如蓝丰生化5月15日公告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方舟制药100%股

权，金重投资基金、光谷博润生物医药基金、

广州博润基金、博润创业基金、昆山高特佳

基金、高特佳春华基金、高特佳银科基金、元

心仁术创业投资基金等机构将因此获得退

出机会。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收购参设PE所投资

标的事件不在少数。 4月14日晚，中南重工发

布公告称，公司拟以26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上

海千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0%股权。事

实上， 千易志诚早在去年8月9日就获得了中

南重工与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所成立的中

南文化基金5400万元的投资。

就上市公司而言， 是否因为并购基金而

获得优良资产则难以一概而论。 以中南重工

为例， 成立不足两年的千易志诚经营情况一

般。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千易志诚的资产

总额为7342.88万元，净资产为1108.29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1342.25万元， 净利润只有

808.39万元。

不过，千易志诚股东承诺，该公司2015年

度、2016年度、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600万元、3380万元

和4394万元。 因任何原因导致千易志诚2015

年至2017年任一年度的净利润未达到协议约

定的承诺数，则常继红、吕威应以现金方式向

中南重工予以补偿。

紫金矿业拟要约收购澳黄金公司

□

本报记者 汪珺

紫金矿业8月6日晚公告， 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诺顿金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顿

金田” ）将以现金每股0.10澳元的代价，全面

要约收购紫金矿业尚未拥有的所有Phoenix�

Gold� Limited（简称“凤凰黄金” ）已发行

股份。本次收购的总代价约为4500万澳元，折

合人民币约2.05亿元。

诺顿金田已于8月6日将收购者陈述书递

交予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本次要约

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将于2015年9月21日

下午7时正（东澳大利亚标准时间）结束。 截

至该公告日， 诺顿金田及其联系人持有凤凰

黄金17.94%的相关权益。

凤凰黄金是一家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黄金勘探公司，核心资产是位于西

澳大利亚Kalgoorlie附近的超过600平方

公里的多个矿权。 根据凤凰黄金近期公

告，凤凰黄金拥有JORC标准的资源量为：

矿石量1.13亿吨，平均品位1.1g/t，金金属

量402.2万盎司； 拥有 JORC标准的储量

为：矿石量3,059万吨，平均品位1.18g/t，

金金属量115.9万盎司 （以上资源量不包

含储量）。

本次要约价格较凤凰黄金近期交易

价格有重大溢价。 每股0.10澳元的价格，

较2015年6月17日凤凰黄金收市价0.084

澳元溢价19%，较截至2015年6月17日1个

月期间的加权成交量平均价0.081澳元溢

价23.5%。

紫金矿业高管近期曾公开表示，将继续

收购金矿以提高其金矿组合质量，在过去一

年已达成10亿美元收购交易的基础上继续

扩张。 紫金矿业今年5月曾斥资7.1亿美元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收购金

矿股权。 对于此次收购，紫金矿业在公告中

称，这继续贯彻了公司巩固发展西澳大利亚

地区黄金项目的策略，增加公司的黄金资源

储备。

不忘初心 曲美更美

□

本报记者 段国选 李香才

天道酬勤， 更眷顾对事业始终执著热

爱、不忘初心的追梦者。 曲美股份董事长赵

瑞海对家具业的醉心执著对此作了非常好

的诠释：过去，赵瑞海凭借对家具的热爱，让

一个小家具厂一路壮大， 并于今年4月成功

上市；今天的曲美股份正在演绎从“曲美家

具” 向“曲美家居”升级改造；未来将会有更

多的家居体验馆出现，互联网销售模式等创

新将使曲美股份的明天值得期待。

坚守设计

曲美股份的办公室坐落于北京市朝阳

区望京北路，背靠望湖公园，闹中取静，让人

怡然自得。办公区公共区域的座位全都是曲

美股份自己的产品，在这里，你不会觉得是

在工作，而更像是在自己家里。 赵瑞海办公

室的家具也是一样：衣帽架极具造型感但又

让人不会感到一丝张扬，椅子的造型让你看

到就会有想坐上去试试的冲动，那种包容会

让你暂时忘却世事的喧嚣烦扰……

就是在这样的一间办公室，在我们采访

之前，赵瑞海刚刚接待了一位意大利的设计

师。 “其实我对意大利的设计师一直是比较

抵触的，我不太喜欢他们那种张扬。 意大利

的设计师喜欢挑战极限，工艺的极限，力学

的极限，材料、视觉的极限。 ”沉静亲和的赵

瑞海笑眯眯地说，“一把椅子本来三条腿儿

挺稳的，他会考虑怎么能设计成两条腿儿。”

“我喜欢家具， 喜欢把大家的家装扮起

来，让大家回家感到舒服。” 就是这样一种理

念，让赵瑞海一干就是20多年。

最早追溯到1993年成立的建华家具厂，

于2015年4月22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 那天起，上市公司群体中多了一个美

丽的名字“曲美股份” 。在随后举办的“不忘

初心———曲美上市答谢酒会” 上，赵瑞海深

情回望故去的岁月， 畅谈曲美人对家具行

业的热爱，他说，未来10年曲美将专注于用

设计创造生活。 在赵瑞海看来，曲美股份二

十几年来之所以能稳健发展，赢得客户，赢

得市场美誉， 就是因为曲美股份始终坚持

设计这一内在基因， 坚守设计这一核心价

值观。

正是对设计的这种坚守，让曲美收获了

多项荣誉：曲美股份家具产品多次获得“中

国创新设计红星奖” ；2014年2月，公司产品

“豌豆公主” 休闲椅和“乐山居” 沙发获得

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 的德国“IF产品设

计奖” 。 曲美股份还是国内首家引进国际设

计师的家具企业，已有30多位设计师在曲美

国际设计中心设计了20多个系列的产品。

赵瑞海给中国证券报记者展示前面那

位意大利设计师的一本厚厚的作品集，一边

展示一边轻柔地说：“我带他去了国家博物

馆，去了故宫，我跟他说，请用一个西方人的

视角畅想一下中国未来的家具是什么样

的。 ”这就是赵瑞海，对设计坚守，但又兼容

并蓄，探寻家具业世界潮流的中国表达。

回归家庭

“老百姓买家具最早是功能性的需要，

比如买一张床用来睡觉，买一把椅子因为你

需要有地方坐着， 满足最基本层面的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种需求开始从物质层

面到精神层面， 家具就变成一种文化需要

了，需要表达主人的个性、修养、气质。”和赵

瑞海交谈，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

企业家，更是一个对生活有着深切体悟的智

者。“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生活，这样生活

才会变得更加真实，不会躁动。 我们的发展

也在跟随这个趋势，不光是卖家具，而是帮

助客户解决生活方案，倡导一种生活方式。”

赵瑞海摊开手，平静但肯定地说，“家具最终

要向家居转型。 ”

“在酒店永远没有在家里住着舒服。 在

酒店坐在一把椅子上， 坐久了会累， 为什么

呢？因为酒店的家具不够人性化。而我们要做

的是在家里用的家具。 ” 提到“家” ，赵瑞海

自然地笑了，这是赵瑞海对曲美股份的定位，

也是他对家具的理解。 也正是这种独到的理

解，让曲美家具显得更加沉静，更加内敛。

近年来，曲美股份逐步开始由家具制造

企业向家居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升级。2013

年，公司正式提出家居一体化和O2O营销模

式的发展战略，扩大公司销售家居产品的覆

盖面，实现线下实体销售与线上营销平台的

互动结合，试图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便捷

购买服务。 2014年，公司启动以北京亚运村

店为起点的第四代店面形象升级方案，带动

“曲美家具”向“曲美家居”升级改造。新店

面形象将陆续在全国推广。

“我们会把传统的销售网络逐渐改成家

居体验馆。 目前已经改了十几个，看来还是

很成功的，促进了销售额增长。 我们计划今

年把一般的店面都改成家居体验馆。 ”赵瑞

海对向家居的转型格外重视，他向记者展示

了在微信上建立的家居体验馆沟通群，他加

入这个群，通过实时沟通，希望能对该项业

务亲自指导。

“我们在筹划一个3D线上体验平台，筹

划两年多了，如果顺利的话，最近就将会上

线。 在这个平台上，消费者可以自由设计、呼

叫线下体验、下订单，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还

能提供售后服务。 ”赵瑞海有声有色地描述

他的想法，他对这个平台寄予厚望，他希望

这个平台推出后能整合曲美股份所有线上

线下的资源。

“现在有一些企业都在抢互联网入口，

引入流量。 我们的理念不一样，我们要把事

情真的做好，用曲美的强项，用互联网思维，

还有我们对产业的认识。 家具产业骗不了

人，必须要把产品做好，需要你对生活的感

知能力。” 在创新的过程中，赵瑞海始终坚守

产品的品质。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规模的扩大，盈利

的提升，往往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 而对于

赵瑞海来说，他更加看中的则是责任。“想新

开门店很容易，但是我们对于门店城市和位

置的选择是比较苛刻的，不能说想在哪里开

就开，我们要对经销商负责任。”正是出于这

种对经销商负责任的态度，赵瑞海刚刚拒绝

了一个经销商新开门店的请求，因为他并不

看好那个新开店的位置。

社会责任

北京市顺义区彩祥东路11号院， 这是

曲美股份在顺义区一处厂区的地址。 在这

里， 办公室主任刘喜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介绍了曲美股份的生产模式：“我们采用的

是订单式生产方式， 现在大多数家具企业

都是这种方式。 我们给经销商安装了我们

自主研发的一套ERP管理系统， 客户通过

经销商下订单后，订单随时能发到工厂，工

厂收到订单就能马上开始生产。 一般来说，

人造板类家具的生产周期是9天，实木类家

具25天。 ”

刘喜松在顺义工厂工作已经6年， 最开

始做过数据员、制图员，现在他是顺义工厂

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工厂总经理助理的职

位。 “订单生产的好处很多， 能降低库存风

险，还有就是能提高物流系统的工作效率。”

“不要因为我砸了大家的饭碗， 顾客的

不满意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油工车间墙

上的一条标语，标语结尾的感叹号随时提醒

着每一个员工。

曲美股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开始

ERP系统的研发工作，赵瑞海坦言，在ERP

上下了很多功夫，研发一直在推进。 他多年

的努力效果开始显现，这套系统实现了公司

内部信息数据传输和数据资源共享，使生产

销售、 经营管理和客户服务形成有机整体，

实现了生产经营的自动化、 流程化和标准

化，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赵瑞海也非常注重

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不忘践行社会责任。 曲

美股份是国内较早使用水性漆的家具企业

之一，也是目前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面使用

水性漆的家具企业之一。“水性漆是用水做

稀释剂，没有有机溶剂，VOC（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排放量是油性漆的十分之一。 ” 在

面漆喷涂线旁，刘喜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

绍了水性漆的优点。 在一台自动喷面漆机一

旁，一个水桶回收了流出来的漆，经过过滤、

调稀后，这些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家具喷漆和打磨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和

有害气体，曲美股份购置了尾气和粉尘处理

设备，有害尾气和粉尘经过这些设备处理后

排放到大气中，减排效果非常明显。

拓展血糖监测市场

通化东宝拟认购台湾药企股权

□

本报记者 汪珺

通化东宝8月6日晚公告， 公司拟出资约合人民币

22390万元， 认购台湾上市药企华广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万股私募发行普通股， 约占华广生技已发行股权

17.79%。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华广生技第一大股东，

同时成为华广生技所有血糖监测产品的大陆唯一独家之

授权经销商。

华广生技成立于2003年4月，其所投创产品为糖

尿病患居家使用的血糖检测仪与试片。 华广生技选

择台湾作为研发及生产基地， 以欧美及大陆地区为

主要市场。 其目前核心技术为电化学式血糖检测仪

与试纸片， 已于2003年10月完成居家医疗用的抛弃

式血糖测试片产品实验室试产， 目前多项产品正在

申请专利。

2014年，通化东宝曾经借助公司的销售网络推广华

广生技的专利产品舒霖伴侣GM260系列血糖仪，目的是

通过胰岛素及血糖仪的协同销售效应扩大公司胰岛素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 2014年度公司销售华广生技生产的血

糖仪及试纸合计涉及金额约1869万元。

通化东宝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拟

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本次对外投资收购华广生技私

募股权事项。 公司称，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能成

功实施， 公司将自筹资金认购华广生技17.79%私募

股权。

海润传播具五大成长空间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海润传播（833168）8月6日在北京进行新三板

挂牌路演。公司董事长潘洋表示，公司致力于打造一

体整合型广告传媒企业， 未来业绩可能有五大增长

空间。

他介绍， 通过销售模式转变拓展市场和业务

范围，公司将积极拓展老客户的业务范围，并组建

销售团队，主动开拓市场；继续挖掘“媒体发布”

模块的营收增长空间， 今年上半年公司媒体发布

收入已经较去年全年增长4倍以上；发力拓展全国

市场， 即将成立北京公司， 并在北京设立影视基

地、新媒体基地等多家机构，以搭建有效的跨区域

营收平台；开启“互联网+传统媒体” 新传媒模

式，通过对“为你读诗” 公众号进行项目包装及媒

体资源整合与推广等手段， 迎接新媒体业务爆发

式增长；助力企业挂牌上市，提供包括挂牌或上市

前后的品牌包装策划推广、相关信息咨询指导、路

演推介等服务。

据了解 ，2014年， 海润传播收入为 5,015,

125.77元，较2013年增长560.43%，业务构成主要包

括活动承办、品牌管理、媒体发布，营收占比分别为

46%、42%和12%。

主业快速增长

明德生物中报业绩翻倍

□

本报记者 傅嘉

明德生物（430591）8月6日晚发布半年报。 上

半年， 公司实现收入4280.53万元， 同比增长

94.68%； 实现扣非净利润1807.48万元， 同比增长

155.43%。 体外诊断产品仍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上

半年体外诊断试剂实现收入3958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绝大部分。

明德生物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含免疫定量分析仪、20余种配

套试剂，检测项目包括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感染

性疾病、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健康体检、慢性病长期

监测、围产期监测等。 基于POCT类产品的特点，公

司诊断试剂临床应用方便、快捷、高效，多数都能在

15分钟内获取检验结果。

上海建工联合体

预中标85亿元PPP项目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8月6日晚，上海建工发布对外投资公告称，近日，公

司与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温州市

瓯江口新区一期市政工程PPP项目的投标， 经技术资信

及商务报价评比，综合评分排名第一，为该项目第一中标

候选人（尚在公示期）。

公告显示， 联合体将与招标方就本项目签订投资建

设协议，并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联合体占股95%，政

府投资人占股5%）投资建设该项目。 上海建工为联合体

的牵头人和该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该PPP项目预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85.3360亿元。 其

中，项目公司资本金为25.60亿元。在项目公司资本金中，

上海建工拟出资6.08亿元。 该项目的工程内容包括瓯江

口新区一期14.72平方公里以内的道路、桥梁等所有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建设期为72个月，绿化工程缺陷责

任期36个月，其他工程缺陷责任期24个月，市政工程使

用服务购买期为12年，预计于2015年10月开工。 项目采

取向政府招标人收取市政工程使用服务费的方式退出。

市政工程使用服务费的价款由工程费、前期费、资金占用

费和项目管理费组成。

上海建工方面表示，近年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文

件，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采取PPP模式开展合作，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本次项目的实施将

有利于探索并积累PPP模式下的项目实施经验以及产业

基金投融资经验，为公司基础设施投资业务的可持续、规

模化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曲美股份董事长

赵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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