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通电子

拟建大数据科技产业园

证通电子11月2日晚公告，10月30日，公司与

长沙市人民政府、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签署《互联网大数据科技产业园战略合作协

议》，为促进智慧湖南建设和IDC云数据服务中心

建设，三方决定就长沙市“互联网大数据科技产

业园”项目建设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根据协议， 证通电子在长沙望城区投资建设

中部最大的“互联网大数据科技产业园” ，为长沙

市政府提供大数据相关项目建设配套的基础网络

设施及相关应用平台开发。证通电子表示，在长沙

市开展IDC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 对公司未来

发展将带来积极影响。与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电

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助于公司进行优势互补。

公司同日公告， 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签

署商务合同，就公司在长沙市建设“互联网大数

据科技产业园项目” 的项目建设用地，与望城区

人民政府签订框架协议。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80亩，净用地面积约133亩。（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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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正式下线将于2016年首飞

国产大飞机产业链迎长期利好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11月2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Ｃ919大型客

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

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

Ｃ919首架机的机体大部段对接和机载系统

安装工作正式完成，已经达到可进行地面试验

的状态，还标志着Ｃ919大型客机项目工程发

展阶段研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透露C919将

于2016年首飞。另据了解，目前C919已经获得

了517架订单。 分析人士预测，国产大飞机产

业链相关上市公司有望持续受益。

计划2016年首飞

Ｃ919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最新国

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 于2008年

开始研制，基本型混合级布局158座，全经济

舱布局168座， 高密度布局174座， 标准航程

4075公里，增大航程5555公里。后续还可在基

本型的基础上，研制出加长型、缩短型、增程

型、货运型和公务型等系列化产品。

C919大型客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针对先进的气动布局、 结构材料和机载系统，

研制人员共规划了102项关键技术攻关，包括

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控系统控制律

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 同时，C919也是先进

材料首次在国产民机大规模应用，第三代铝锂

合金材料、 先进复合材料在C919机体结构用

量分别达到8.8%和12%。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表示， 根据工

程发展阶段计划安排，Ｃ919大型客机项目后续

还将开展航电、飞控、液压等各系统试验、机载

系统集成试验和全机静力试验； 首架机作为试

飞飞机，首飞前需要完成系统调试、试飞试验设

备和仪器安装等工作，计划于2016年首飞。

国资委网站显示， 目前C919大型客机国

内外用户数量为21家， 总订单数达到了517

架。 其中，国航、东航、南航均订购20架，海南

航空订购15架。 此外，工银租赁等多家金融租

赁公司的订单达到了345架。

产业链将长期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C919大型客机目前对于

我国大飞机制造乃至高端制造业都会带来

深远的影响。 全球预计至2031年对C919所

属的160座级单通道喷气客机的需求量为

14538架，价值总量12430亿美元。 而我国预

计至2031年对160座单通道喷气客机的需求

量为2647架。 按照中国商飞的预测，C919预

计至少可销售2000架以上， 按照5000万美

金/架测算，C919的市场空间超过6000亿元

人民币。

由于C919研发生产中实行了“主制造商

-供应商” 发展模式，国内有22个省市、200多

家企业、36所高校、 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了

C919大型客机研制， 包括宝钢在内的16家材

料制造商和54家标准件制造商成为大型客机

项目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在择优选择GE、

Honeywell、CFM等16家跨国公司作为大型

客机机载系统供应商的同时， 组建了航电、飞

控、电源、燃油和起落架等机载系统的16家合

资企业。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中航工业集团旗

下的成飞、 西飞和沈飞公司承担了C911飞机

大部件的主要制造任务。 其中，机头由成飞公

司制造， 前机身和中后机身由洪都集团制造，

机翼由西飞公司制造，后机身和垂尾由沈飞公

司制造，前、主起舱门由哈飞公司制造。

申万宏源研报介绍，在我国，围绕C919项

目，中国商飞建立了民机产业集群，中航工业

所属的7家企业为机体结构供应商， 宝钢集

团、中铝集团等16家企业为材料供应商，并有

51家标准件潜在供应商，国内共有242家大中

型企业参与了大型客机的研制。其中机体部分

最受益供应商是中航飞机 （价值量约占机体

部分50%）、洪都航空（价值量约占机体部分

25%）。 此外，大飞机高速发展将带动材料需

求，客机机舱材料和动力系统材料供应商有望

大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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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架机在上海总装下线。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拆解VIE框架高潮暂告段落

中概公司对接国内资本市场“两手准备”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巨人网络借壳世纪游轮再度打开了中概股

回归A股的想象空间。目前来看，中概企业选择

拆除VIE架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的路径大致有

三条：借壳登陆A股、IPO排队、登陆新三板。 其

中， 挂牌新三板的同时为登陆创业板和未来的

战略新兴板做准备，成为多数企业的主流选择。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投行人士处获悉，

此前喧嚣火热的中概公司拆解VIE框架以求回

归A股的第一波“返乡”高潮正在告一段落。就

拆解成功者而言， 由于股指的回落和IPO的暂

停，越来越多公司选择“两手准备” 的新路径。

业内人士提醒， 虽然A股震荡令第二轮VIE拆

解高潮暂未到来，但长期来看，国内资本市场对

于互联网企业的长期发展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板阵地 两手准备

北京木瓜移动科技有限公司CFO赵巨涛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

移动互联网广告营销服务商， 木瓜移动正在依

托其Appflood平台的程序化实时竞价移动营

销业务对接新三板。“木瓜移动从今年4月中旬

开始拆解VIE结构，如今已经拆解完毕，预计11

月可以完成股改流程，拿到股份制公司执照，从

而正式开启新三板挂牌之旅。 公司在对接新三

板的同时， 还会为登陆即将推出的上海战略新

兴板或深圳创业板做准备。 ”

在首波当事公司中， 不少公司对接国内资

本市场的步伐开始提速。 由于主板IPO的暂停，

“两手准备” 正在成为不少拆解VIE结构公司

回归A股的首选战略。与木瓜移动类似，包括力

美等在内的不少公司都在经过新老投资人谈判

之后，于今年年中迎来券商进场，转攻国内资本

市场；并于第二季度底完成解除VIE工作，新增

数家投资机构， 准备新三板挂牌资料提交及备

战其他板。

安永上海事务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分析指出，VIE架构曾经为境内企业境外

上市成功融资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近年来

很多已在境外上市的中概公司由于各种原因导

致价值被严重低估，再融资能力有限。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 中国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和中国

资本市场的改革深入， 促使越来越多的中概股

公司和原计划红筹架构境外上市的公司， 选择

拆解VIE并在国内上市。但从最新情况看，第一

波拆解VIE高潮正在过去。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概公司第一波拆解

VIE的高潮已近尾声。 ” 有投行人士介绍，“该

回来的几乎都回来了。 这个规模大概在100家

左右。至于第二波VIE的拆解回归潮，尚不知何

时到来。 ”

“返乡”是条单行线

今年上半年的A股上涨令不少公司下决心

归来，但“估值溢价”并非中概公司选择回归的

唯一原因。

赵巨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 除了估

值溢价因素， 木瓜移动有70%的营收来自于中

国的广告主，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要远高

过全球市场， 且国内人才和运营成本较国外要

低出不少。因此，即使牺牲一些全球市场曝光度

和品牌关注度，公司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A股。

多家公司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拆解

VIE框架的时间周期大概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

之所以用时不等， 主要是每家公司拆解期间都

会面临多种问题。 比如，老股东美元基金“洗”

不出去，不停讨价还价，导致人民币接盘资金成

本抬高；再比如，重组过程中会产生不少涉税事

项，股东进出都会牵涉到税务问题，即便集团内

的并购动作也可能涉税， 因此不少事情会让公

司搭上时间成本。

业内人士介绍， 在拆解VIE框架的操作层

面上，会面临诸多与商务部、外管局、工商局、税

务局和发改委等部门的接洽，比如，发改委对某

些行业牌照的监管， 商务部进行境内外实际控

制人变动的备案，工商局负责重组登记等，而很

多事项顺序是不能犯错的。“整体来看，一般公

司拆解VIE框架通常需要3个月到半年时间，而

包括律师、审计师、券商投行、跑工商等部门的

地面服务商等在内， 资金成本通常在数百万元

人民币。 ”

“所有这些事务性的困难， 并不能拦住很

多优质海归公司的回归之路。 拆解VIE框架是

一条单行线， 以后公司将完全融入中国资本市

场， 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有充分的信

心。 ”赵巨涛表示。

国内市场提供想象空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目前企业选择

拆除VIE架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的路径大致有

三条： 借壳登陆A股、IPO排队或是登陆新三

板。 据投行人士介绍，不少回归公司体量较小，

主板壳费昂贵，创业板又不允许借壳，第一条路

较为难走。 面对主板暂停IPO，新三板无疑成为

国内资本市场的唯一敞口。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回归公司选择做“两

手准备” 。赵巨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挂

牌新三板的同时， 为登陆战略新兴板和创业板

做准备，并不矛盾。 “从行业题材、营收规模和

成长性等指标来看，一旦分层推出，公司有望进

入新三板的首层。 公司可以先通过新三板实现

融资功能以做大做强， 然后再筹备登陆战略新

兴板或创业板，通过停牌、摘牌实现‘转板’ 。 ”

有投行人士分析指出，第一波“返乡”公司正

在明显加速与资本市场的对接， 但这波拆解VIE

框架高潮过后，第二波高潮何时到来尚未可知。

前述人士进一步表示， 本轮众多VIE公司

回归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国内资本

市场对于具有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海归

企业给予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互联网金融、

O2O、互联网医疗、电商、游戏等尤其是国内资

本更为偏好的题材。可以肯定的是，借助当前国

内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红利， 拆除VIE框架的

海归公司们将通过类似“两手准备” 的方式，捕

捉到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最佳窗口期。

多家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偏好低风险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11月2日晚，艾华集团、星光农机、迎驾贡

酒、弘讯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企

业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或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及进展情况。

偏好低风险理财产品

艾华集团公告称，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

与中国工商银行益阳银城支行签订了银行理财

产品认购合同，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

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 预计年化收

益率为3.60%，实际理财天数为182天。

星光农机公告称， 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

与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和孚支行签署《“金

伙伴理财” 2015年第九期（总第35期）人民币

理财计划说明书》，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万

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金伙伴理财’

2015年第九期（总第35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

预期税前年化收益率4.55%， 实际理财天数为

56天。

迎驾贡酒公告称，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

与中国工商银行霍山支行签署《中国工商银行

法人理财产品协议书》， 使用5000万元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率3.3%，投资周

期为35天。

星光农机表示，为控制风险，公司选择银行

机构作为发行主体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

产品，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中短

期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投资风险小，处于公

司风险可承受和控制范围之内。

多次理财实现收益

多家上市公司就投资理财产品的到期收回

情况进行了公告，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在3.5%

-5.5%之间。

星光农机公告称， 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

在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和孚支行以6000万

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金伙伴理财” 2015年

第六期（总第32期）人民币理财计划已于10月

28日到期收回，实际年化收益率5.05%，获得理

财收益人民币约89万元。

迎驾贡酒公告称， 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的“中国工

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已经到期收回，实际年化收益率3.6%，获得理

财收益人民币约45万元。

弘讯科技公告称， 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

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3000万元购买的“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司

15JG808期理财产品” 已到期收回，实际年化

收益率3.90%，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约11万元。

艾华集团公告称，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

人民币48900万元，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4000万元，

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总金额为人民币62900

万元。

互动娱乐

拟收购皇家西班牙人

互动娱乐11月2日晚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

拟按每股78欧元的价格收购皇家西班牙人足球

俱乐部45.1%-56%的股权， 并承诺在未来4年以

每股78欧元的价格再收购卖方保留的5%股份。股

权交易完成后， 公司全资子公司将向皇家西班牙

人增资金额不超过4500万欧元。

公告披露， 互动娱乐及其全资子公司皇家西

班牙人俱乐部（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30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与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

股东Tevimore� SL以及Daniel� Sanchez� Llibre

签订股份买卖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购买皇

家西班牙人45.1%-56%股权金额在1,430.48万

欧元-1,776.21万欧元之间。

互动娱乐表示， 通过控股世界顶级赛事俱乐

部，公司可以直接从体育产业的顶层资源“赛事

和俱乐部” 中直接切入体育产业，分享行业爆发

增长红利。公司将借助体育稀缺资源，全面开启体

育“产业+投资” 战略，进一步推动游戏、玩具、影

视产业和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丰富和完善公司

构建的泛娱乐产业生态圈。

公告显示， 皇家西班牙人主要开展职业足球

俱乐部的运营， 是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球队之

一。（蒋洁琼）

拟定增募资4.8亿元 山水文化将由新鸿鹄科技控股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山水文化11月2日晚发布定增预案， 公司

拟以9.78元/股向新鸿鹄科技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4907.98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8亿元，

拟用于天龙大厦改造项目及偿还公司债务。 此

次发行后， 新鸿鹄科技将持有公司19.51%股

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控股股东自然人邓

俊杰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同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新鸿鹄科技

拟向公司提供不少于2亿元无息借款， 用于公

司现金收购上海逸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逸趣科技” )100%股权。

新鸿鹄科技成立于2014年8月， 经营范围

为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

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国内贸易。截至目

前，新鸿鹄科技尚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根据方

案， 新鸿鹄科技此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且承诺锁定期为36个月。

募投项目方面，公司拟投资2.3亿元用于天

龙大厦整体改造项目，2.5亿元拟用于偿还公司

债务。 据介绍，公司目前处于业务转型期，主要

业务收入为天龙大厦的租赁收入， 整体改造后

可提升商厦的服务和应用能力，增加租赁收入。

据公司测算，装修改造完成后，预计大厦在预测

运营期间(按照土地证剩余年限16年测算)将较

改造前累计新增净利润46033.12万元。

山水文化同时称，公司拟通过收购逸趣科技

进入游戏研发与运营领域， 拓展新的利润增长

点，实现业务转型。 在完成上述非公开发行后，新

鸿鹄科技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控股股东，新

鸿鹄科技承诺会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在上

市公司完成收购逸趣科技后的三个会计年度内，

如果逸趣科技在任意会计年度无法实现当年的

承诺利润，上市公司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后可以原

收购价将其转售给新鸿鹄科技。

荃银高科

拟收购同路农业6成股权

荃银高科11月2日晚公告， 公司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同路农业60%的股权， 作价1.44

亿元。 其中，股份支付对价占总对价的60%，现金

支付对价占总对价的40%。同时，公司拟以询价方

式向其他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不

超过7000万元配套资金，不超过标的资产作价的

48.61%，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及本次交

易费用。

根据交易方案， 荃银高科拟支付股份对价总

额为8640万元， 拟支付现金对价总额为5760万

元。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公司拟发行股份约

1049.82万股，发行价为8.23元/股。 通过募集配套

资金支付现金对价， 有利于减轻上市公司财务压

力，提高此次交易的整合绩效。

公司表示，此次交易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

是从事杂交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种子研发、繁

育、推广及服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以杂

交水稻、杂交玉米为主体，并增加油菜、花生等农作

物种子，集研发、繁育、推广及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企业，填补了油菜、花生等种子业务空缺，使公

司产品结构更加丰富，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根据同路农业管理层预测， 同路农业2016年

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预计实现扣非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1600万元、2000万元、2400万元。交易完

成后，若预计业绩能够实现，平均每年可为上市公

司贡献不低于1200万元的扣非净利润。（李香才）

陆道股份

将开发荔波县旅游资源

陆道股份（430475）11月2日晚公告，10

月29日，公司与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就荔波县文化旅游资源

的投资、开发、设计、招商等业务领域达成战

略合作。

陆道股份表示， 与荔波县人民政府形成

的战略合作， 是陆道股份打开贵州市场乃至

更好地深耕西部市场、 扩大西部市场占有率

的重要举措。 公司将利用在文化旅游产业上

形成的“六位一体” 的文旅全产业链服务体

系，助推荔波全域旅游战略升级，打造国际化

的荔波文化旅游新格局。（欧阳春香）

东风汽车董事长

接受组织调查

东风汽车11月2日晚公告称， 根据中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网站消

息，公司董事长朱福寿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 朱福寿同时还任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戴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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