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9

■ 责编：熊勇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公司新闻

ompanies

C

伟星股份拟控股中捷时代

有望切入军方采购范围

□本报记者 王荣

伟星股份9月27日晚公告， 公司拟发行股份和支

付现金作为对价，向侯又森、中科鑫通创业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唐庆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捷

时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同时，公司拟进

行配套融资，向伟星集团有限公司、章卡鹏、张三云、

谢瑾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30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现金对价、补充标的公

司流动资金。

中捷时代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30311.63万

元，增值率为3128.73%，增值率较高。 51%股权的转让

价款为15300万元，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

付7470万元其中，其余则增发股份，发行价格为12.59

元/股。

侯又森、唐庆、中科鑫通承诺，中捷时代2015年度、

2016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预计分别不低于1,000万元、3,000万元、6000万

元， 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合计不低于10000万元。

公司称，中捷时代目前处于产品及技术研制阶段，

本次交易现阶段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但随着中

捷时代科研产品陆续完成设计定型并进入军方的大规

模采购，中捷时代的盈利能力将快速提高。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进入军工领域，延伸公司产业链，拓展客

户范围。 本次交易亦是上市公司充分利用资本运作平

台进行外延式拓展， 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能力的重

要举措。

云投生态拟募资偿债

□本报记者 王荣

云投生态9月28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12.14元/股，向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云投生态员工持

股计划1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不超过10198.52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38亿元，其中7.62亿

元用于偿还云投集团委托贷款，4.76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本次发行完成后，云投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云南省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将参与此次公司定增认购。 参加

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核心业务

骨干员工，包括管理层人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等）。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

金等，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公司称， 园林绿化施工及景观设计业务为资金密集

型的轻资产业务， 为居民塑造环境和美化生活的过程中

需要投入大量流动资产。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偿还银行贷款将使当

期筹资活动流出增加， 今后偿还利息减少将使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减少；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帮助扩大

主营业务规模，增强盈利能力，最终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财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公司的财务费用达

2351.29万元，而净利润仅736.07万元，财务费用占净利

润比例达319.44%。 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809.72万

元、-28,969.45万元和-1,292.50万元。

改善化工产业生态

金浦钛业拟募资40亿元主推产业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王荣

停牌4个多月的金浦钛业（000545）9

月27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不低于15.08元/

股，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金东、上海瀚

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53050.39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40亿元， 主要用于化工供应链

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以及基于化工行业

的产业金融平台建设项目。 公司股票9月28

日复牌。

金融服务于产业

本次金浦钛业计划募集的资金中，化工

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11亿元，主要用于物流仓储服务、代理

采购服务、供应链大数据信息平台；基于化

工行业的产业金融平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29亿元， 主要投向融资租赁服务和

商业保理服务。

公司拟通过租赁标准仓库方式，在南京

和攀枝花等客户较集中的区域市场进行重

点布局，构建符合非危险化工原材料及产品

储存需求的现代化仓储设施。 同时，整合金

浦集团从事石化贸易的相关业务，建设一支

专业的化工产品采购团队，通过互联网和呼

叫中心等渠道承接业务，为化工产业链企业

提供专业的代理采购服务。供应链大数据信

息平台建成后，将实现采购、仓储和物流的

智能管理。

融资租赁业务方面，公司的目标客户为

化工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符合公司审核条件

的优质企业。 主要业务模式为：金浦租赁根

据客户（承租人）需求，出资采购租赁标的

物，出租给客户使用，客户按期支付租金；租

赁期内， 租赁标的物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租

赁期满，客户可按合同约定价格取得租赁标

的所有权。

商业保理的目标客户为化学原材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行业

符合公司审核条件的企业。主要业务模式为

基于应收账款转让，开展贸易融资、销售分

户账管理、催收、信用风险控制和坏账担保

等综合业务。

改善产业生态

金浦钛业目前主要从事钛白粉产品的

生产及销售， 是国内大型钛白粉生产企业

和行业骨干企业。 预计国内钛白粉行业未

来3-5年市场容量增速与宏观经济增速持

平，行业增长空间有限，公司的业绩增长面

临较大瓶颈， 同时业务单一也导致抗风险

能力不足。

通过投资金融项目，公司拟打造具有

金浦特色的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金融业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将定位于开展化工

相关行业的物流、 仓储和代理采购等服

务。 产业金融平台可为化工等行业企业提

供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金融服务，改善

产业生态， 实现产业与金融的紧密融合、

协调发展。

公告显示，化工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旨在依托控股股东金浦集团旗下其

他企业、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内化工企业、攀

枝花市钒钛企业的仓储、 物流和采购需求，

以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开展化

工及相关行业的物流、仓储和代理采购等供

应链管理服务，通过搭建供应链大数据信息

平台，实现精细化管理，降低业务运作成本，

提升快速响应客户的服务能力。 同时，信息

平台沉淀的大数据也可为公司旗下的产业

金融平台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化工行业的产业金融平台建设

项目，初期将充分利用公司及控股股东在

化工行业和区域优势开展业务，并向其他

行业或地区拓展，为包括但不限于化工行

业的企业提供包括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

在内的金融服务， 帮助改善产业生态，实

现产业与金融的有机结合， 互相促进、协

同发展。

本次定向增发，郭金东、上海瀚叶财

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拟认购的股份数量

分别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20%、

20%。 本次发行前，郭金东间接持有公司

27.87%的股权，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

一。 本次发行完成后，郭金东将直接持有

不超过公司6.99%的股份， 仍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之一。

多数家电企业三季报业绩预喜

难改行业整体低迷态势

□本报记者 傅嘉

目前两市共有30家家电上市公布发

布三季度业绩预告，虽然多数公司业绩预

喜，但仍无法改变家电行业整体低位运行

的态势。 业内普遍认为，基于当前的产业

周期，家电行业三季度的整体盈利状况不

容乐观。

三公司业绩扭亏

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两市共有

30家企业发布了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康

盛股份、同洲电子、*ST厦华业绩同比扭亏，

17家公司业绩同比录得增长，10家业绩同

比下滑或录得亏损。

由于格力、美的、海尔等家电巨头均没

有发布三季度盈利状况，因此行业的全貌仍

然无法一窥全部。观察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

这30家家电上市公司的情况不难发现，小

家电企业业绩仍然乐观，而大家电类上市公

司普遍业绩不佳。这几乎和上半年的行业走

势相同，今年上半年，除了美的集团外，格力

和海尔的中报均不达预期。

三家扭亏的上市公司中，康盛股份预计

前三季度净利润为5000万元至7000万元,

上年同期业绩则-1784万元。公司业绩反转

与公司转型有关，今年上半年，公司拟以4.8

亿元的价格现金收购浙江润成控制的 “成

都联腾动力” 、“新动力电机（荆州）” 、“合

肥卡诺汽车空调” 等三家公司100%股权。

同时，公司受托经营浙江润成控股的中植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

中植汽车由浙江润成和中海晟泰出资设立，

浙江润成控股51%，目前该公司尚在筹备阶

段，暂不具备收购条件。 中植资本对新能源

汽车业务十分重视，且其具有极强的资源整

合能力。

同洲电子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1147.7万元至2000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

则为-2.43亿元。 今年上半年，同洲电子实

现营业收入5.6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20.58%，毛利率为31.66%，比上年同期上

升10.9个百分点； 实现净利润114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07.37%， 业绩已经开始

转好。

*ST厦华预计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将

实现扭亏为盈。 前几年剥离大部分资产几

乎成为“净壳” 的*ST厦华于今年1月初宣

布， 股东鑫汇贸易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

重大事项。 *ST厦华2013年、2014年分别亏

损3.49亿元、2.31亿元，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

已经停顿。 今年上半年，公司只盈利139.67

万元， 业绩扭亏为盈主要靠的是出售厦门

市集美区太源花园房产， 确认出售固定资

产收益339.35万元。 保壳仍然是公司扭亏

为盈的主要原因。 目前公司主业并无起色，

前期公司选择多个并购标的， 但成功的希

望均不大。

小家电业绩多增长

小家电企业和厨卫企业目前的成长性

仍然较好。 统计显示，两市目前共有9家家

电公司预计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40%。其中，银河电子预计同比增长125%，

奋达科技预计同比增长100%，毅昌股份预

计同比增长88%，爱仕达、常发股份预计同

比增长80%， 老板电器与万和电气和新宝

股份预计同比增长40%。这几家企业，除了

毅昌股份和常发股份业务主要是家电零部

件， 其他企业均出自于小家电企业和厨卫

领域。

几家业绩增长不理想的企业中，则多出

现大家电企业的身影。其中，兆驰股份、奥马

电器预计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滑15%和

30%，预计亏损的企业分别是圣莱达和德奥

通航， 圣莱达预计净利润为-1260.68万元

至-1109.4万元， 德奥通航预计净利润为

-3500万元至-2000万元。

大家电企业的业绩不景气和目前行业

的状况息息相关。青岛海尔上半年实现营收

419.2亿元，同比下降10.8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26.3亿元，同比增长2%，稀

释后EPS为0.431元，低于业内预期。 市场人

士认为，公司的业绩增长不理想，主要源于

白电行业景气度下降和空调行业价格战。业

内预计青岛海尔2015年空调和冰箱销售收

入将分别下降23.1%和3.4%，公司全年业绩

表现不容乐观。

行业全年表现难乐观

目前，白电的景气度下滑，黑电的技术

驱动力趋弱，使得业内对于家电行业的全年

业绩增速仍然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8月份产业在线数据显示，空调行业内

销出货下滑13.60%。 长江证券研报认为，目

前白电龙头整体渠道库存压力依旧存在，尽

管需求端表现或好于预期，但渠道库存去化

是行业运行主基调，预计美的库存去化或大

概率在四季度中期完成，格力或将延续至明

年一季度。

不过， 家电行业的内生创新动力仍然

存在。 海尔提出“人人创客” 战略，美的投

资开放创新平台， 四川长虹每天举办不同

形式的创客活动， 种种举措均反映出家电

企业在加快创新的步伐。互联网时代，家电

企业的研发创新已经由之前单纯依靠研发

人员推动， 拓展到了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全

民参与。

当然， 行业的低位运行仍然是大势所

趋。 外围需求的放缓，和产业创新空间的不

明朗，仍然使得家电行业的发展面临较大的

不确定性。

改革空间巨大

广东国资深度整合上市平台

□本报记者 黎宇文

8月以来，广弘控股、广晟有色相继因

为控股股东筹划混改、定向增发事宜停牌，

加上已经停牌的宏大爆破和星湖科技，广

东省属国企已有4家公司处于筹划重大事

项停牌阶段。

在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广东

自贸区获批、国家大力支持制造业发展的

背景下，广东省国企改革正借政策和产业

的东风趁势而起。 此前，广州、珠海等地国

有上市公司，已相继开始实施资产整合等

一系列动作。

广证恒生首席策略分析师袁季认为，

在全国性改革浪潮中， 广东省在改革空

间、改革意识、改革魄力及改革行动力上

都极具看点。广东作为拥有全国第三大国

资体系， 第二多国企上市企业的区域，改

革空间巨大。

全力提升资本证券化率

通过资本市场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是

历次广东国企改革的重点。 尽管如此，由于

国资体系体量庞大，广东国有资产的证券化

率相对仍然较低。

广东省国资委在“十二五” 规划中曾

提出， 要在2015年将20%的资产证券化率

提升至60%。 2014年11月颁布的广东省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也

提到，“使上市公司成为省属国有企业最主

要的组织形式” 。

《实施方案》提出，要“利用境内外多

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汽车贸易、仓储物流、轨

道交通施工、招投标板块等具备上市条件的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上市， 推动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食品粮油等企业逐步注入省属同类

业务上市公司，推动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企

业在新三板上市。 ”

平安证券分析认为， 目前广东省属21

个国企集团中仅有10个集团拥有上市平

台，具有较大的改革空间。 广东省将以公共

类集团和优势竞争性集团为依托，做强做大

基础性、公共性、资源性板块，实现目前已有

上市公司的资产注入、 引进非国有资本、管

理层员工持股等方向性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的资产证券化率

已经达到了50%，是广东乃至全国国企改革

推进最快的地区之一。 2015年5月，广州市

《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发

布，在证券化、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等方面

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与规划， 提出至2020年

竞争性领域的市属企业全部实现整体上市

或至少控股一家上市公司。

今年2月举行的广州国资监管工作会

上，广州市国资委透露了广州今年国企的上

市计划，包括：打造创兴银行、越秀金控、广

州金控、广州银行、广州农商银行5个金融

上市企业，选择20户左右中等企业通过IPO

上市或新三板上市。

据介绍， 广州市国资委旗下共有32家

集团，集团下属共有15家上市公司。 一直在

谋划上市或已有上市时间表的国企包括：拥

有风行牛奶的广州风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具76年历史中华老

字号餐饮企业广州酒家等。

已有上市平台深度整合

自改革方案下发以来，广东省属国企动

作频频。

广晟资产频频出手LED产业。 去年10

月， 公司斥资10亿元控股国星光电； 前不

久， 公司子公司又出资26亿元接手佛山照

明大股东的所有股权。 速度和幅度之大，显

示了其在产业资本运作方面的决心。

根据广晟资产的计划，将以改组成为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为统领， 力争用3至5年的

时间，将公司打造成为聚焦矿产资源、电子

信息、金融投资等领域，具备相当资本运营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 到2018年， 公司资产规模达1600亿

元， 主要资产和业务集中到6至7家上市公

司，资产证券化率达70%。

2014年，广弘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由

广东省国资委变更为广东省商贸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4日，广弘资产

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广弘控股停牌，宣布

控股股东广弘资产公司正在筹划混合所

有制改革事项。

“商贸控股成立后， 将重点打造4大板

块：做大做强绿色食品板块，培育发展健康

板块，转型提升商品贸易板块，稳健经营仓

储物流板块。广弘控股作为广弘资产的唯一

上市平台，此次停牌不排除将整合注入大股

东的相关资产。 ”业内人士分析。

作为广东省属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广

新集团近期的动作和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7月16日至8月18日期间，广新控股增持生

益科技7116.06万股， 占其总股本的5%。

此次增持后，广新控股合计持股比例升至

12.87% ， 与 大 股 东 持 股 比 例 相 差 仅

3.35%。 公司表示， 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

继续增持的可能。

事实上，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之际， 广新控股当时就以不足10亿元的总

投资一举并购了上市公司星湖科技、佛塑科

技和澳大利亚芒加纳公司的控股权，成功搭

建了集团的资本平台。

2014年6月，广东国资委启动了50家省

属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广新控股就

有7家下属企业入选，成为入选数量最多的

省属企业。

金融模式创新助力改革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增强活

力和竞争力” 是广东省国企改革的总体思

路之一。 在金融创新支持产业发展方面，广

东国企充分利用国家和省出台的一系列扶

持政策，创新融资方式和金融业务，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

省属国企通过直接债务融资的方式有

效降低了财务成本。 2014年末，省属企业直

接债务融资余额为828.7亿元， 较2014年初

时增加了154.64亿元，比采用间接融资的方

式节约成本约1.4亿元。

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推动产融结

合。 目前，南粤集团已成功收购澳门华人

银行，发展跨境金融；广晟公司、交通集

团、 粤海控股公司获批成立财务公司；恒

健公司在前海和南沙自贸区成功设立中

外合资和内资试点两家融资租赁公司，同

时获得境外融资成本和境内不动产融资

租赁的双重优势；广晟公司携手南海农商

行争取金融租赁牌照，着力为珠江西岸装

备制造业提供金融服务；省机场集团与民

营企业合作成立空港投资公司，重点发展

航空产业租赁业。

产业融资方面， 广东鼓励国企通过多

种方式引进资金。如成立省铁路发展基金，

为全省铁路建设提供500亿元增量资金；积

极探索PPP模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梅州地下综合管廊20亿元的投资、 东莞银

瓶创新区基础设施48亿元的投资均拟采取

PPP的模式进行项目建设， 积极引进社会

资本。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广东省

属企业资产总额达1.13万亿元， 同比增

长20.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总额3600亿元，同比增长37.1%；总体资

产负债率58.5%， 同比下降3.47个百分

点；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60亿元，同比下

降8.4%；实现利润总额153亿元，同比增

长7.9%。

民族证券

名誉董事长赵大建失联

□本报记者 王荣

方正证券9月27日晚公告称， 公司于2015年9月27

日收到民族证券的报告，民族证券自2015年9月22日起

无法联系到赵大建。 赵大建为公司现任董事，并兼任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方正证券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和民族证券通过各种

方式均无法与赵大建本人取得联系。 公司将继续协调包

括民族证券在内的各方积极联络赵大建， 核实相关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瑞丰光电

2亿购玲涛光电85%股权

□本报记者 王荣

瑞丰光电9月27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伟权、彭小玲合计持有的深

圳市玲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85%股权， 并拟向实际控制

人龚伟斌、TCL、温氏投资、“海通定增2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除用于支付本次

交易的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外， 剩余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玲涛光电的100%股权的总评估值为23764.78万元，

增值率为192.48%。 玲涛光电85%股权价值为20200.06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0000万元。 其中， 股份对价金额占全部交易价格的

53%，即股权对价10,600万元，按照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9.08元/股测算，合计需发行1167.4万股。 募集配套资金

20000万元， 按9.08元/股测算， 公司需发行不超过

2202.64万股。

玲涛光电的股东承诺，该公司2015年业绩为不低于

2700万元，2016年业绩为不低于3000万元，2015年至

2017年三年合计不低于9000万元。

瑞丰光电与标的公司玲涛光电均属于LED封装行

业。通过本次交易，瑞丰光电将巩固和加强在LED背光领

域的地位； 双方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分享学习、 合作开

发、跨域融合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加快产品升

级，增强竞争优势；上市公司将在技术、市场、管理、财务

等方面进行深度整合；本次交易完成后，玲涛光电在供应

商、采购渠道、客户、销售渠道等多方面与瑞丰光电可形

成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