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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川科技深耕智能监控领域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智能监控对安全生产很重要。 汇川科技

（831903） 专业从事企业生产过程中质量安全

信息化智能监管服务， 公司推出的汇川智能监

管平台， 满足了市场对于远距离集约化管理的

需求。 随着区域市场的扩大和产品应用场景的

拓展，公司业绩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打造智能监管平台

汇川科技的发展主要定位于物联网下生产

建设过程智能监控领域。 公司建立了规划—设

计—建设—运维一站式全天候服务经营模式，

并向市场推出了汇川智能监控平台， 开发出具

有前瞻性的产品， 在企业生产建设过程信息化

监控管理领域迅速抢占了市场。

“汇川智能监管平台是一款突破传统监管

方式的远程智能化管理系统， 可实现远程智能

测距、远程监控、现场材料见证取样远程管理、

现场执法远程管理、 视频会议远程指挥调度管

理等功能。” 公司董事长郑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建设、交通、矿山、仓储、水利等行业的项目

普遍分布在不同地域，数量多、管理人员少、生

产人员流动性大、监管困难，且监管过程对技术

指标有专业需求， 汇川智能监管平台可以满足

市场对远距离集约化指标管理的需求。

郑文告诉记者， 与当前很多从事视频监控

的企业主要定位在项目建设完成后的服务，且

局限于视频功能不同， 汇川科技着眼于生产建

设过程中的物联网远程视频智能监管领域，从

而也避免了与其他企业的同质化竞争。

发展空间大

汇川科技自2010年成立以来获得迅速成

长。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92.32万元，同

比增长52.07%， 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801.98万元，同比增长137.75%。

“发展之初，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中

国电信福州分公司。 2013年公司在研发成功

智能测距摄像机后，业务扩充迅速，拓展至厦

门、泉州、罗源、西藏等地，收入明显增加 。

2014年随着公司产品与服务日趋完善， 营销

队伍日渐成熟，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公司盈销

模式多元化发展， 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势

头。 ” 郑文表示。

从区域市场来看， 福建省仍是公司正全力

开发的市场。 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网作为

全省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平台， 所有建

设工程项目均需在其平台注册申报， 并纳入监

管。 该平台监管项目每年约16000个，根据规定

每年约有12000个重大危险源项目应实施远程

视频智能监管。 2012年汇川远程视频智能监管

系统成功与该平台对接。

随着省外市场的逐步开拓， 公司未来的发

展潜力也很大。郑文表示，除继续耕耘福建市场

外，随着西藏交通建设智能监管项目获得成功，

外省行业客户也不断增加， 公司将在南方主要

发达省市建立推广渠道，发展合作伙伴，争取扩

大市场占有率。

从应用来看， 公司有待开发的市场同样很

大。 郑文表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拓展汇川智

能监管平台在仓储等领域的应用， 不断开拓公

司产品的市场应用空间。

西藏发展有望迎来新一轮政策东风

□本报记者 李香才

8月，西藏步入旅游最火热的季节。与西藏

旅游市场同样火热的还有西藏上市公司，西藏

主题投资受到资本市场高度关注。 9月1日是西

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日，市场也在期待第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西藏经济战略地

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西藏的发展有望迎来新

一轮政策东风。

培育地方特色产业

1980年至2010年间， 我国举行过五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均提出了

符合西藏实际的经济政策，同时，确定援藏的

进一步工作。 比如，2010年举行的第五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大力推进经济建设，从西

藏资源条件、 产业基础和国家战略需要出发，

着重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支

撑产业，如农牧业、特色旅游业、民族手工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等。从确立中央

对西藏的援助和特殊政策到全国性援藏再到

对口援藏， 援藏政策不断深化并具有针对性，

促进了西藏的稳定发展。

重要时间节点的政策“红包” 对于拉动西

藏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 西藏近年来的

GDP增速一直较高， 高于全国GDP的平均增

速，尤其在第四、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西

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之后，西

藏GDP同比增速均有显著提高。

国金证券李立峰指出，得益于国家对于西

藏发展的重视，西藏本身较高战略地位，以及

援藏工作的不断推进，西藏经济增速仍高于全

国。2014年西藏GDP增速达到14.01%，2015年

一季度达到10%。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4年

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

22.1%，高于全国的15.7%增速。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年4月发布的《西藏

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白皮书，1952年-2013

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财政补助达5446亿

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95%。2014年，

西藏财政支出达到1186亿元，其中中央对西藏

财政补助达到681亿元。预计“十三五”期间中

央对西藏建设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海通证券报告指出，2015年是西藏自治区

成立50周年，预计年内很可能举行第六次西藏

工作会议。 广发证券指出，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可能在今年召开， 将全面利好西藏发展。

国金证券认为，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望在

今年召开，援藏政策以及发展规划有望进一步

推进。

对外开放有望加快

2010年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对西藏进行了 “六大定位” ；2014年西藏自

治区提出了“北上、南下、东进” 的对外开放

大思路。

西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西藏具备矿

产、水源、藏药、旅游四大资源。 西藏已探明

储量的26种矿产中，有11种的储量名列中国

的前5位。 西藏平均年水资源总量为4482亿

立方米 ， 占全国 平 均年水资 源总 量 的

15.94%。藏药材药用效能明显优于低海拔代

用品或同种药材，成为西藏六大支柱产业之

一。 此外，西藏被称为世界屋脊，旅游资源丰

富。 2015年西藏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天然饮

用水业、水电业、藏医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

发展的重点。 西藏现已初步形成旅游业、藏

医药业、 农畜产品深加工和民族手工业、绿

色食品（饮品）加工业、矿产业、建筑建材业

六大经济支柱产业，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工业布局。 西藏的经济属性日益显现，经济

地位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西藏的地理位置以及区域特色为其成为

对外开放重要关口奠定了基础，是我国辐射南

亚、 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布局区域。 2015年1月

18日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西藏自

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2015年将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

路” 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

济合作带建设。

旅游和藏药行业值得关注

基建是西藏振兴的重要环节，作为我国对

外开放的重要区域，基建项目有望不断落地。

西藏天路主营为公路工程施工的基础设

施建设，主要承担西藏自治区内的公路、桥梁

的建设任务。 公司公路及桥梁施工能力、公路

建设市场占有率、工程机械设备的先进程度及

拥有量在西藏自治区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民

生证券报告认为，西藏天路的“三位一体” 业

务模式为公司业绩增长带来三个亮点。 首先，

公司在2014年经过内部整顿后，建筑业业绩有

望止跌回升；其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

有两条新的水泥生产线建成投产，新增产能约

1倍左右，2015年公司的建材业营收将有望大

幅增长；另外，公司控股的3个矿点目前正在积

极推动过程中，一旦有实质性突破将对公司业

绩带来超预期的增长。

广发证券分析师陈果认为， 除了应该关

注西藏基建行业，还需基于西藏自身禀赋及

政策推动角度，重点关注西藏旅游以及藏药

行业。

西藏是以服务性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西

藏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增长拉动。

在西藏的工业产业中，主要以矿藏采选、医药

制造、电力热力供应为主。 西藏已经明确提出

支持藏医药企业兼并重组、 产品研发创新，力

争藏医药产值达到13亿元以上。西藏医药制造

业企业数量较少，西藏制药业有望提高市场集

中度，藏药龙头企业有望受益。

西藏还提出实施旅游强区战略， 推进跨

区域景区管理经营体制改革， 着力开发特色

精品高端旅游产品。 促进旅游与文化、生态、

藏医药、民族手工业互动融合发展，加快建设

西藏旅游产业园， 推进国家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建设。 上市公司西藏旅游从事旅游资源

开发、旅游服务、西藏人文地理挖掘、文化传

媒服务。 公司拥有包括巴松措旅游区、雅鲁藏

布大峡谷入口段旅游区等西藏著名旅游资源

的开发经营权。 公司推出了多条精品旅游线

路， 拥有的喜玛拉雅饭店也是公司主要的收

入和利润来源。

新华百货与私募股东纷争再起

□本报记者 王荣

新华百货与股东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之

间的矛盾升级。 对于上海兆赢董事长崔军提

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上海宝银、

上海兆赢与新华百货共同出资设立” 伯克希

尔控股有限公司， 以及罢免公司两名董事并

补选两名董事等5项议案， 新华百货8月20日

晚间公告称， 不具备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及审议相关提案的条件， 不予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截至8月13日，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合计持

有新华百货25%股份。 而新华百货第一大股东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新华百货30.7586%股份。

提议成立投资公司

公告显示， 新华百货已收到上海宝银及上

海兆赢关于提请召开新华百货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议函件。提议拟成立的“伯克希尔控股有限公

司” 注册资金为10亿元，用于投资价值被严重

低估的上市企业。

新华百货表示， 该项目涉及公司总额10亿

元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认为该提案涉及金额巨

大， 需审慎研究。 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的相关规

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的投资事项，必须提

供详备资料和做出详细说明， 包括该项目的损

益和风险；作价依据和作价方法；可行性和合法

性； 交易相对方的信用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该等事项对公司持续发展的潜在影响等

事宜。

公司指出，鉴于在经营策略、经营计划和资

金使用方面该投资事项无任何相应规划， 成立

此新公司不符合公司既定发展方向， 且该提案

内容，不具备确定性、针对性、建设性及可操作

性，不宜作为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重组董事会起纷争

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认为， 新华百货业务

遭遇电子商务强烈冲击，造成公司业绩负增长，

并动议罢免郭涂伟、乔红兵等董事职务，并提名

崔军、王敏等新的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崔军为上

海兆赢董事长，王敏为上海宝银投资总监。

根据新华百货8月20日晚间公告，相关董

事勤勉尽责在正常履行职责中， 未出现不适

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在任期届满以前，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

职务。 因此有关罢免董事的提案不具备合理

性和针对性， 不宜作为提案提交至股东大会

审议。

新华百货表示，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关

于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及其具体人选， 应全面考

虑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和其他规

范运作等方面的需要， 确保董事能有效实现对

公司的管理，稳定有序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同

时候选人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

职情况等事项应向股东大会提交专项说明以有

助于股东判断其是否适合担任董事。截至目前，

董事会没有接到提名人选崔军及王敏符合要求

的详尽资料。

华邦颖泰加快布局大健康产业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华邦颖泰8月20日晚间公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更名的

议案等。 公司名称将由“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

司” 变更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拟实施的“大华邦医疗联盟”战略再进一步。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告，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的

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东50人，代表公司股份7.76亿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1793%。股权激励相关

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23亿股，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3%投票同意该议案；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7%反对。

根据华邦颖泰此前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556人，

激励对象包括公司的董事、 上市公司及下属分

子公司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及其他员工。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5650万份股票期

权，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3%。 其中，首次授予5288万份，占本计划签署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2.81%，预留362万份，占本计划

授出权益总数的6.41%，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

本总额的0.19%。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为13.64元。 行权条件为，以2014年净利润增

长率为基数，2015年-2018年的净利润增长率

分别不低于50%、70%、80%、90%。

布局大健康产业

在此次股东大会上，更名议案获得100%同

意。 华邦颖泰此前表示，鉴于公司拟实施“大华

邦医疗联盟” 战略， 为保证公司战略的稳步实

施， 充分发挥公司长期从事医药行业中积累的

技术、人才、营销等优势以及“大健康产业” 的

良好发展趋势，推动公司产业发展，拟将公司名

称由“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华邦生

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

上半年， 华邦颖泰实现营业收入33.23亿

元，同比增长27.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98亿元，同比增长70.71%。 公司预计今年

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0%至70%。

海通证券分析师余文心认为， 结合公司优

势资源发展互联网医疗， 大健康产业布局值得

期待。 公司拥有深厚的医疗资源积累，预计公司

将充分与外部资源合作， 打造在线医疗服务平

台；公司公告拟收购德国养老机构莱茵医疗，预

计公司将结合现有医疗层面的资源， 与当地医

疗机构深度合作， 积极开拓专科医疗服务以及

康复养老业务。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

公司旗下均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预计未来公

司将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与医院层面良好的

关系以及后续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布局开拓康复

养老业务，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阳光股份拟募资15亿元

扩张地产业务

□本报记者 汪珺

阳光股份8月20日晚公告，拟以不低于6.28

元/股、 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不超过23886万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

元，其中11亿元用于收购光明新丽90%的股权

并对其增资，1亿元用于投资建设智能购物中

心项目，3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公司股

票8月21日复牌。

阳光股份此前通过子公司瑞丰阳光持有光

明新丽10%的股权，此次收购完成后，光明新丽

将成为阳光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光明新丽旗下

拥有天津十一经路购物广场和天津东丽新业广

场两个商业物业，均是以购物、餐饮、娱乐、生活

服务为一体的购物中心。 通过本次收购可以扩

张公司在天津地区的业务。 而增资款用于天津

东丽住宅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 也将进一步增

强公司主业和物业规模， 有助于公司把握京津

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机遇。

此次募投项目包括一个智能购物中心项

目。 根据公告，该项目总投资10366万元，拟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1亿元， 打造全新智能购物中

心、建设线上线下融合商业管理体系，包括设立

移动互联网客户端、升级改造业务处理端、完善

管道端、建设大数据分析平台端，通过对阳光股

份现有的传统购物中心体系进行信息化升级改

造，更好地支撑企业的战略发展。

民营企业

海外并购大幅增长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普华永道8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

年上半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交易活动创历史新

高，并购交易总金额达3520亿美元。 其中，中国

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也创历史半年新高，民

营企业海外并购继续领跑，交易数量增长50%。

普华永道中国北方区企业并购服务部主管

合伙人钱立强表示，科技、金融服务和房地产行

业成为2015年上半年境内并购交易的重点行

业。 受A股震荡影响，预计2015年下半年增势将

有所放缓。报告显示，上半年境内投资并购金额

增长高达60%， 并购交易数量共计4559起，环

比增长10%，打破2014年下半年所创历史最高

半年纪录。

私募股权基金并购交易亦创历史新高，科

技行业特别是互联网相关行业受到私募股权基

金的重点关注。钱立强认为，由于上半年股市估

值激增，上市退出再次成为主要退出渠道。

钱立强表示，2015年将成为中国地区企业

并购交易活动创纪录的一年， 但受近期资本市

场动荡影响，预计2015年下半年增势将有所放

缓。行业整合与重组、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并购扩

张战略将成为长期驱动因素。

欣泰电气

拟开发3D视觉监测系统

□本报记者 汪珺

欣泰电气8月20日晚公告， 公司近日与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简称“自动化所” ）签

订了《基于3D视觉检测技术智能综合应用平台

技术开发的合作合同》， 双方将合作开发一套

系统，采用3D视觉检测及2D视觉检测技术，实

现对工件的类别检测、工件表面缺陷识别、装配

确认和防错功能，供执行机构进行分拣处理。

欣泰电气称， 当前机器视觉主流的检测手

段主要依赖2D相机，即从灰度图中提取被测物

特征，在X-Y平面内进行测量。 当遇到需要测

量高度、深度、厚度、平面度、磨损等情况时，2D

视觉往往无能为力。 3D视觉技术成为解决机器

视觉问题的重要检测手段。

欣泰电气拟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合作， 开发

系统设备的硬件平台和分类识别算法， 并进行

软硬件集成。

欣泰电气主要从事节能型输变电设备及无

功补偿装置等电网性能优化设备制造， 为电网

输、配、用电系统提供用电设备和技术解决方案。

捷成股份

拟收购星纪元25%股权

□本报记者 汪珺

捷成股份8月20日晚间公告， 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3.25亿元购买姜银贵、邓浩、陈静持有

的星纪元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为“星

纪元” ）25%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

星纪元30%股权， 星纪元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

司，公司为星纪元第一大股东。

公告显示，星纪元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

本5000万元，致力于出品、发行、制作、策划影

视产品。 该公司曾经制作并发行了多部经典电

视剧，包括《新一剪梅》、《特战先锋》、《聊斋

3》、《闪婚》、《与狼共舞》等。 其中，电影《战

狼》票房近六亿元。

财务数据显示，星纪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分别为4501万元和2544万元，2015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9535

万元和5836万元。

捷成股份主营广播电视技术服务、 影视内

容制作、影视版权运营等，为广播电视台和广电

网络客户等提供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 此次收

购星纪元， 捷成股份在影视制作领域将更加具

有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