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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探营

明德生物将布局移动医疗领域

□本报记者 傅嘉

明德生物自登陆新三板以来，业绩一直

保持高速成长。去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君联资

本后，今年年中公司启动增发，并于9月15

日起开始实施做市。

公司董事长陈莉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明德生物近年来的高速成长和

POCT在国内的发展不无关系， 公司核心

技术包括高通量检测、全血检测技术等，是

竞争中胜出的利器。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POCT产品线，进入分子诊断领域，并布局

移动医疗。

业绩快速增长

目前，明德生物主要的硬件产品是高通

量免疫定量分析仪。 该仪器可以同时完成5

个相同或者不同检测项目、 测速最高达

100t/小时，采用全血加样和常温检测，同时

该仪器可以自动识别多种检测试剂，可接入

医院LIS和HIS系统。 在试剂端， 公司的

POCT试剂可分为心脑血管系列、 感染系

列、肾病系列、糖尿病系列、健康体检系列和

妇产科系列六大类。

2014年年初在新三板挂牌后， 明德生

物业绩快速增长。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5780万元， 净利润2154万元， 分别增长

122.77%、194.17%。 2015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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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莉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国内

POCT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巨大的市场需

求是支撑行业发展的主要逻辑，未来几年国

内POCT行业的高成长性较为确定。

根据齐鲁证券研究报告，我国POCT市

场规模约36.7亿元， 年增长率维持在20%

-30%， 远超世界7%-8%年增长水平 。

POCT属于技术驱动型行业，国内企业定位

于POCT的不同细分领域，多数细分领域技

术壁垒较高，主要与进口产品进行竞争。 具

备较强研发能力、率先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

将最先受益于行业的快速增长。

目前登陆资本市场的POCT企业相对

稀缺，A股市场主要有万孚生物、三诺生物、

理邦仪器等； 新三板有明德生物和璟泓科

技。 明德生物的主要检测领域在感染性疾

病、心血管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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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运作上，2014年，明德生物通过定

增引进君联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募集资金

总额1694.118万元。 2015年6月，公司向东

方证券、 天风证券以及其他23名自然人再

度启动定增。 此外，公司股票将在9月15日

开始实施做市交易。

针对市场痛点

对于明德生物近年来业务发展情况，

陈莉莉表示， 降钙素原试剂近年来一直是

公司的拳头产品， 公司是国内外第一家能

够使用全血来检测降钙素原的生产企业。

“降钙素原主要用来协助诊断细菌性感染

等。 国内抗生素滥用严重，很多人感冒了就

要输液使用抗生素， 实际上很多感冒是不

需要使用抗生素。 ”

数据显示， 中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每

年生产21万吨，出口3万吨，其余全部自销，

人均消费138克，是美国的10倍。

“降钙素原检测指标的引入，对减少滥用抗

生素起到了正面作用。 ” 陈莉莉表示，有数

据统计， 通过降钙素原检测指导医生用药

后，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抗生素使用可以减少

30%以上， 个别的甚至可以到50%左右。

“明德生物降钙素原的产品其实在2012年

才正式推向市场， 但是下游起量非常快，每

年的增速基本都是翻倍。 ”

财务数据显示，2011年明德生物净利

润不过25.32万元， 但在2012年公司净利

润达到140.19万元，2013年增长至732.21

万元。

陈莉莉给中国证券报记者算了一笔经

济账，目前医疗机构对降钙素原一次的检测

费用收费100多元， 虽然看来单价不低，但

大多数地区该项目可以医保结算。 同时，如

果没有做检测且医生用了抗生素，抗生素的

费用在300-400元左右。“且滥用抗生素对

身体也没有好处。 ”

对于明德生物的产品优势，陈莉莉表

示， 公司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差异化的路

线。 “公司是国内首家提出高通量POCT

检测平台的公司。 之前国外都是单卡式

的，一次检测一个项目。 而我是医生出身，

知道单卡式POCT对于中国医疗市场不太

适用。 ”

“此外，国外医院样本数量少，都是采

用预约式；而国内一个省级医院，短时间可

能就要检测15-20个样本。而高通量平台可

以一次检测五个，这五个项目是可以相同也

可以不相同， 客户可以自由组合使用，1小

时可以检测100个样本，操作也非常方便。”

陈莉莉称。

陈莉莉介绍，明德生物产品的另一个核

心优势是全血检测。过去都是要通过离心机

将血液离心再去检测血清或者血浆。“明德

生物的平台使流程和操作方式简化，检测性

能不降低。 ”

布局移动医疗

对于明德生物的业务规划， 陈莉莉表

示，将进一步完善POCT产品线，全自动仪

器计划明年上市， 且所有仪器平台将实现

3G模块管理，配备质控管理系统，解决目前

国内POCT产品质量控制缺失的痛点；切入

分子诊断领域，基于荧光定量PCR平台开发

了多项指导个体化诊疗的分子诊断试剂，计

划明年底上市；此外，布局移动医疗，以产品

为支撑，以垂直细分领域为切入点，解决医

疗痛点而非目前大健康领域的健康管理业

务模式。

对于资本运作，陈莉莉表示，公司将围

绕POCT主营业务，留意产业链上下游的并

购机会，主要关注与公司在产品或者市场上

有互补关系的标的，注重与并购标的产生协

同效应。

上海梅林拟收购海外牛羊肉资源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通过此次交易，上海梅林将获得新西兰

25%以上稳定、优质的牛羊肉供应源，支撑

公司向高档牛羊肉类产品进军。此次收购完

成后，上海梅林营业收入将高达250亿-300

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大的牛羊肉综合产

业集团。

获取牛羊肉供应源

资料显示，标的公司是新西兰的第二

大农产品出口商， 仅次于恒天然公司，牛

肉业务占新西兰市场份额第一，羊肉业务

占新西兰市场份额的第二，鹿肉业务占新

西兰市场份额第一。 通过本次海外收购，

有力地支持了上海梅林向高档牛羊肉类

产品进军。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将持有SFF牛肉50%股权。 上市公司通过收

购以上经营能力良好、拥有优质牛羊肉产业

链的相关资产，实现控制国外优质牛羊肉上

游资源的战略布局。标的公司产品与上市公

司下属联豪食品的深加工业务相配合，同时

与外食公司的牛羊肉进口业务相配合，并且

与爱森公司、苏食肉品以及光明食品集团下

属其他企业牛羊肉的零售和分割业务相配

合，将上海梅林打造成集牛羊肉资源、屠宰、

加工、批发、零售为一体的综合性肉类专业

平台。

同时，伴随上市公司对优质牛羊肉资

源控制力的增强， 结合已具备的生猪养

殖、屠宰加工、肉制品制造、物流配送及终

端销售一体化经营全产业链布局的能力，

上市公司在肉类领域的产业集中能力将

大幅增强，提高上市公司对产业链各个环

节的资源整合及精细化管理，建设系统化

的运营体系，有助于企业发挥内部的协同

效应，实现各个业务链之间的相互支持与

均衡发展，提升抵抗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

的能力。

市场空间大

公司表示，光明食品集团建立了清晰的

国际化战略，上海梅林作为光明食品集团下

属的唯一肉类专业平台，是专业化的肉类食

品生产分销上市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收购，

就是在贯彻光明食品集团的国际化战略。上

海梅林若能顺利完成本次海外收购，将成为

中国最大的牛羊肉综合产业集团，营业收入

高达250-300亿元人民币。

齐鲁证券指出，光明集团对公司的战略

定位在肉类产业，志在打造肉类航母，未来

公司将重点发展猪肉和牛肉两条全产业链。

其中，公司在猪肉方面布局较为完善，未来

最大的突破来自于牛肉产业。目前国内肉牛

行业处于成长期，且缺乏领导型企业。 牛肉

产业的关键在牛源，但国内牛源匮乏，而海

外资源物美价廉、禀赋优势明显。 且光明集

团在海外并购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有助于公

司进行海外布局。

近年来，新西兰肉类市场尤其是羊肉市

场的价格波动较为明显，当前新西兰肉类企

业的估值较为合理，正是投资新西兰公司的

较好时机。 同时，国内牛肉需求有着巨大缺

口。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牛肉需求量将不断

增加。 自2012年以来，牛肉进口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态势， 预计2015年牛肉进口将达到

51.5万吨。

长城影视终止定增事项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长城影视9月14日晚间

公告称， 鉴于近期资本市场

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在

综合考虑当前融资环境、融

资时机等因素后， 经与其他

各方深入沟通和交流， 公司

决定终止此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

根据长城影视此前发布

的定增预案， 公司拟以17.26

元/股非公开发行5069.52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75

亿元，扣除发行等费用后将用

于“投拍精品电视剧项目” 、

“投拍电影项目” 及补充流动

资金，拟定认购方包括长城基

金、 天堂硅谷乐通等多家机

构。 截至9月14日收盘，公司

股价收于12.48元/股。

长城影视同时表示，针对

原募投项目 “投拍精品电视

剧项目” 、“投拍电影项目” ，

公司拟调整融资方式，以自筹

资金推进。同时公司将继续落

实“全内容、全产业链” 战略，

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探索不同

融资方式，实现内生增长与外

延扩张双向驱动。

海岛建设

签5.8亿元EPC承包合同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海岛建设9月14日晚间公

告称， 公司拟授权孙公司海航

建筑设计与关联方海口新城区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海口

优联国际医院项目EPC总承包

合同》，合同总金额约5.8亿元。

合同显示， 项目标的为

海口优联国际医院项目，位

于海口国兴大道南侧， 由海

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 ， 地上建筑面积

4603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3142平方米。

公司表示，本次合同的签

订是公司在EPC业务领域的

重要商业模式创新，为公司在

工程业务领域开拓了新的业

务方向。海口优联国际医院项

目投资总金额约5.8亿元，由

海航建筑设计作为EPC总包

商进行建设，对公司收入及利

润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中储股份拟收购HB集团51%股权

推进商品期货交割仓储业务

□本报记者 王婷

中储股份14日晚间公告称， 拟与全球

最大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实货贸易集团之一

摩科瑞能源集团合作， 收购其旗下英国

Henry� Bath� &� Son� Limited（简称“HB

集团” ）51%股权， 推进有色金属交割仓库

的国际化进程。

资料显示，HB集团拥有200多年的金

属仓库管理经验 ， 是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的创始成员。2014年摩科瑞从摩根

大通收购了HB集团100%股权。

HB集团中国境外的仓储业务主要通过

英国母公司及3家分别位于荷兰、 美国、新

加坡的全资子公司开展，2015年HB集团为

了开展中国地区业务在上海注册了全资子

公司。 HB集团拥有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交易

所的牌照，总仓储租约面积约60万平方米，

52个仓库设施分布于8个国家共16个城市。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收购HB集团

51%股权是中储股份“走出去” 的重大战

略举措。 通过此次股权收购，中储股份成功

进入海外大宗商品期货交割仓库业务领

域，并成为唯一一家同时涉足国内、国外期

货交易所交割仓储业务的综合性仓储运营

商， 此举对于推动中储股份国际化进程具

有深远意义。

此次收购若能完成，标志着中储股份与

全球五大能源与大宗商品实货贸易商之一

的摩科瑞集团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

在大宗商品业务中，贸易与仓储以及相关金

融衍生品的优势互补，将极大地拓展双方在

国际国内两方面业务的市场空间，有望促成

中储股份在优化业务模式、引入互联网＋的

新交易业态、运营效率和质量、业务量以及

贸易安全性上飞跃式提升。

常发股份

拟收购爱科特70%股权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常发股份9月14日晚间

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拟以现金

方式收购成都爱科特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70%股权，交易价

格初步商定为3.22亿元，最终

定价需评估后双方再商定。

公告显示，韩周安系爱科

特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

爱科特1140万股股权， 占注

册资本比例的94.21%。

业绩承诺方面，标的公司

2015年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

元，2016年至2018年分别不

低于3300万、4500万和5000

万元， 否则韩周安须现金补

偿。在业绩承诺期满且标的公

司完成业绩承诺后， 以2019

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 若爱

科特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不

低于5000万元， 公司将以爱

科特2019年净利润的15.5倍

PE确定公司估值， 以现金购

买原有股东持有的爱科特全

部股权，但原有股东对于是否

转让具有选择权。

常发股份表示，公司在收

购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后，公司将主业拓

展至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卫

星导航、雷达系统等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等领域。本次拟收购

标的公司将与北京理工雷科

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生

一定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强化公

司在军工电子信息领域的市

场地位。

科达洁能

拓展清洁燃煤气化业务

□本报记者 任明杰

科达洁能9月14日晚间

公告称，公司与恩平市人民政

府签订合作意向书，双方共同

推动恩平市沙湖镇和横陂镇

陶瓷产业集聚区清洁煤气集

中供气项目。 其中，沙湖镇投

资规模约5亿元、横陂镇投资

规模约3亿元，推进陶瓷产业

的清洁能源升级改造，实现陶

瓷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资料显示， 恩平市位于

广东省西南部， 建筑材料是

恩平市的支柱产业之一，拥

有沙湖和横陂两大新型建材

产业园，年产值约90亿元。建

设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

是陶瓷产业集聚区环境污染

整治工作重点之一， 也是实

现恩平陶瓷产业转型发展的

重要环节。

公司表示，本次和地方政

府合作，实现在工业园区集中

提供洁净燃气，对其他工业园

区的燃料升级具有较强示范

效应，有利于公司清洁燃煤气

化业务快速拓展。

上海梅林9月14日晚间发布资产购买预案， 公司香港子公司

拟作为收购主体对Silver� Fern� Farms� Beef� Limited进行增

资，增资后获得标的公司50%股份。 本次交易价格为3.11亿新西

兰元，并通过评估净资产额进行调整。

证券代码：002530�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5-040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对公司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丰东股份，股票代码：

002530）于2015年6月8日开市起停牌。 经公司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后，公司于2015年7月2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5-027），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7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年8月1日、8月8日、8月15日和8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5-028、2015-029、2015-031、

2015-032），2015年8月2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期满延

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 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年9月1日和2015年9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8、2015-039）。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有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各项工

作，相关中介机构也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工作。公司董事

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

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丰东股份，股票代码：002530）将继续停牌，停

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

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4日

股票代码：002743� � � � �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5-051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函》。 平安证券原委派周鹏先生、李东泽先生担任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

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现因李东泽先生工作变动，其不再负责本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平安证券决定由李茵女士接替李东泽先生担任公司持续

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周鹏先生和

李茵女士，持续督导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本次变更不影响平安证券对公司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特此公告。

附：李茵女士简历

李茵女士，厦门大学会计硕士，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六年，曾先

后负责或参与了日海通讯（002313）非公开发行、美盛文化（002699）IPO、兆日科技

（300333）IPO、方直科技（300235）IPO、瑞凌股份（300154）IPO等融资项目的保荐与承

销工作。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 �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7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德力股份，证券代码：002571）于2015年5月4日开市起停

牌。 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经2015年5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公司策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自2015年5月11日开市起按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5年6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

牌的公告》，8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且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涉及的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次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凯撒股份 证券代码：002425� � � � � � � �公告编号：2015-085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凯撒股份” 或“公司” ）于2015年4月23日发布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证

券代码002425）自2014年4月23日开市起停牌。 2015年5月7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7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5年5月13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已经于2015年9月7日披露了《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

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深

证上【2015】231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因此，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5日起将继续停牌，待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通知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

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