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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剧快速崛起倒逼传统电视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王荣 蒋洁琼

“互联网视频的快速发展，导致整个内容产业、媒体产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爱奇艺CEO龚宇近日指出，互联网视频可以更快更便捷地以大IP（优质版权）为核心，实现“剧、影、游、泛”联动多种形态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视频主导的网络剧时代正在逼近。 搜狐11月12日宣布，2016年将继续加大自制剧的投入，拟推出《法医秦明》、《亲爱的，公主病》、《我的贴身校花》等网络剧目。 此前，腾讯视频旗下的企鹅影业也宣布，明年将推出8部网剧，未来还将每年投资电影10-15部。 爱奇艺则宣布，2016年将打造30余部自制网络剧集。

东方证券研报指出，网络剧市场高速成长，将倒逼传统电视产业转型。 中国影视剧产业将发生深刻变革，网络剧行业机会正在到来。

网剧反输电视台

网络剧《他来了，请闭眼》，正在搜狐视频、东方卫视热播。 这也是首部反输一线卫视的网络剧。 这或许是网剧反输卫视的开始。 爱奇艺正在播出的《蜀山战纪》第一季，会员可以率先在其平台付费观看，五个月之后才会在电视台播出。

目前，网络剧正呈现爆发式增长。 今年上半年，多个平台上线的自制网络剧达79部，其中，腾讯有32部，优酷土豆和爱奇艺紧随其后，秒拍、天猫魔盒等新型视频平台也加入到网络自制剧的行列中。 据统计，2014年，中国网络剧制作数量为205部，共2918集，超过了2007至2013年自制网络剧之和。

越来越多的IP开始注入到网络剧中来。 上半年，共有15个IP注入网络剧，其中，小说占了8部，剩余3部由游戏改编，4部分别改编自有声读物、舞台剧、漫画和电视。

东方证券分析师指出，与传统的电视剧相比，网络剧审核采取的是备案制，即“视频网站自审-上传广电备案-获得节目编号-播出” ，整个流程会比电视剧审核快很多，这让边拍边播成为可能。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投资网络剧与购买播映权的价格相当，但网络剧还能取得相关IP，能够将IP握在自己手中，在广告分成和后续IP衍生拓展方面都有更大的自主权。 而且，网络剧几乎都是按季制作的系列剧，平台独播，会为平台带来比传统电视剧影响更长远的差异化效果。

不过，互联网视频并不打算将电视台作为竞争对手。 “把电视台看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盟和合作伙伴。 ” 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介绍，电视观众和互联网观众有一个差异化，会形成组合的播放效应，电视台对互联网原创内容的增长有利。 他预计 ，互联网视频与电视台的互动会更加频繁、深入，未来不排除每一家视频网站都会跟所有电视台合作，同时会选择类似于独家或者半独家的合作伙伴。

内容资源争夺白热化

网络剧时代来临，大量平台出现，会使得优质内容成为各家争夺的焦点。

西南证券分析师指出，观众口味十分多元，对题材接受度较广。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都市剧，无论是烧脑攻心剧，还是幽默喜剧，只要能够打造出亮点，都可以获得市场青睐。 这就要求互联网视频要储备大量的优质IP。

“现象级代表横扫一切。 ”孙忠怀指出，用户会出现分化，如果没有连续的能够承载分类分众用户需求的现象级内容的话，一旦老的现象级内容失去新鲜感而新的现象级内容无法接续的话，分众用户群对平台的黏着度和喜爱度就会下降，平台的活跃度就会快速地退潮。

日前，因制作方弃爱奇艺改签腾讯，《鬼吹灯》网络剧合作纠纷案开审，这掀开了互联网争夺优质内容的一角。 就在今年9月份，腾讯旗下的企鹅影业宣布买下了《鬼吹灯》2部8本网络剧改编版权。 而9月15日，乐视影业为其投资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改编的电影《九层妖塔》预热。 互联网视频企业之所以如此拼抢《鬼吹灯》，只因为《鬼吹灯》的图书销量已达1300万册，连续多年占据各大平台畅销书排行榜。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担心，资本的介入将会推高IP的价格，从而产生泡沫。 当前IP在影视行业的地位日益提高，影视公司越来越看重 IP的积累，如果IP价格水涨船高，势必会使影视公司的成本大幅上升。

未雨绸缪，互联网视频开始大量储备原创文学IP。据了解，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统一管理和运营着原本属于盛大文学和腾讯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红袖添香、云起书院、QQ阅读、中智博文、华文天下等网文品牌，包括《步步惊心》、《鬼吹灯》、《盗墓笔记》、《琅琊榜》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改编作品的文本都发源于阅文。

变革商业模式

网络剧正在从纯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不断展现其互联网基因，向互联网产品演进，如通过“季播+周播”增长影响时效，产品迭代更新聚合粉丝，多路径培育原创IP，全产业链运作变现。

电视剧《花千骨》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优质IP的强大变现能力。 《花千骨》在电视台和网络平台上的播放量一直高居第一，并突破多项记录。 而手游《花千骨》月流水突破2亿元，后期还有《花千骨番外篇》的网剧以及电影上映。

据了解，网剧《煎饼侠》在今年创造了近12亿元的票房，搜狐视频2016年将继续投拍大鹏导演的全新电影。 同时，《执念师》、《无心法师》、《他来了，请闭眼》等几部网络自制剧将 IP升级，院线大电影也在筹拍中。

优质网剧使得收费成为了可能。 今年7月，爱奇艺尝试对自制剧《盗墓笔记》进行差异化排播，会员提前看全集，全集上线五分钟内收到了260万次付费请求，一度造成服务器瘫痪，付费制巨大的潜力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孙忠怀预测，腾讯、优酷土豆、爱奇艺三家视频网站2016年的营业额应该在百亿量级，这其中既包括广告收费，也包含付费收费，以及游戏点卡、在线直播等业务的营业额。

网络剧的出现及快速崛起，还直接对视频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龚宇介绍，原来制作公司从电视台那拿制作费、版权金，主要盈利模式靠卖广告，如今有了互联网视频，可更快、更便捷地实现以大 IP为核心串起来的“剧、影、游、泛”联动的多种形态的商业模式。 “各种各样的协同效应，导致整个内容产业、媒体产业、商业模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一的收入模式，变成了非常丰富的商业模式。 ”

招商证券认为，年轻粉丝追捧+网络渠道崛起，国内 IP市场迎来黄金时代。 人气小说IP的粉丝受众和互联网渠道的发展，使得我国 IP产业极速发展。 上游的 IP储备与交易，中游的影视剧制作与运营，下游的衍生品市场，这三者形成了完整的影视剧 IP产业链，分别以百亿元、千亿元、万亿元规模进发，三者互通，将打造出超万亿元IP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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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板块上市公司业绩情况

华策影视将打造“大内容”

□

本报记者 王荣

11月10日， 以华策影视旗下的剧酷传

播为主要出品方的大IP剧 《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发布首款“三生缘起花期将至” 版

概念海报。 该剧将于2016年1月开拍，预计

制作周期6个月。

近期， 公司不仅开机、 筹备数部Su-

perIP剧，也跨越式加大对IP全版权的购买

力度，获得了包括《遮天》、《创业时代》、

《极品家丁》和《尘埃星球》在内的数十个

IP全版权。

从去年起， 华策影视便着手积极布局

全网剧和纯网剧领域。 目前，淡化网络剧和

电视剧的界限，以互联网思维打造内容，以

产品经理的思维运作产品， 从传统的电视

剧制造商向大“网络剧” 、大内容制造商转

变，是公司重要的一次变革。

公司与爱奇艺合资建立华策爱奇艺，

与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展开深度合作，正

在联合开发 《邪恶催眠师》、《十宗罪》、

《玄门大师之妖界无边》 等多部悬疑题材

超级网剧，题材选择偏新奇，符合网络剧市

场风向，前两者均是热门作家的火爆IP。

与此同时， 公司携手好莱坞与韩国N.E.

W公司打造差异化优势。中美合作方面，9月，

华策影业与美国极光影业（好莱坞六大电影

公司之外覆盖面最广的全球电影独立发行公

司之一）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启动12部合拍

电影片单。 之后，还将与《蝙蝠侠》系列电影

制片人Michael� Uslan共同开发四个原创中

美Super� IP。中韩合作方面，公司与韩国N.E.

W公司（韩国电影发行市场上稳居前4，华策

2014年收购其15%股份成为二股东）成立合

资公司华策合新， 双方将各施所长开发针对

亚洲市场的中韩合拍电影项目。

禾欣股份欲变身网络剧龙头

□

本报记者 王荣

11月5日，禾欣股份宣布以11亿元现金

方式收购藏成科技100%股权， 以期实现

“影视剧到游戏” 与“游戏到影视剧” 的相

互导流。

7月20日，慈文传媒借壳禾欣股份上市

获批通过。 公司将以电视剧为核心业务，以

自有IP为核心资源，着重拓展电影、动画、

新媒体和艺人经纪等相关业务领域， 构建

全媒体平台。

公司目前已储备版权超过40部， 其中

原创小说改编权（含网络小说）19部，包括

《花千骨》、《爵迹》、《紫川》、《亵渎》、

《罗布泊之咒》、《左耳》等。 公司2015年9

月，与爱奇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未

来五年将在电视剧、网络剧、电影等领域进

行紧密合作，合作期内产品市场规模合计目

标不少于20亿元。 根据协议，双方未来每年

将合作不少于2部电视剧或网络剧， 不少于

10部电影。 目前已落地《老九门》、《爵迹》

和《哪吒》三个项目，将于未来一年实现上

述项目电视剧或网络剧的制作或播出。

公司成功打造了多部现象级作品。

2015年公司出品的《花千骨》在湖南卫视

和爱奇艺进行网台独播， 电视收视率超过

2%，创造了《花千骨》现象。 公司与腾讯视

频合作的《暗黑者1》播出期间排名网络剧

榜单首位，播放量超过4亿。

未来公司拟尝试单剧付费模式、 互动

营销模式（打赏模式）、直播秀场模式（剧

场探班、剧组跟拍）等付费模式，实现“内

容运营渠道” 的创新性发展。

*ST星美全面转型影视传媒

□本报记者 王荣

*ST星美正在向以影视剧制作发行+

游戏+艺人经纪+衍生业务为主的上市公

司转型。 公司9月23日发布公告称， 拟以

7.66元/股发行不超过3.916亿股，收购欢瑞

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交

易完成后， 欢瑞世纪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成立于2006年的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浙江三禾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截至2015年5月，欢瑞世纪已投资的

电视剧+网络剧共有27部，建立了完善的多

层次剧本采购网络，版权储备充足；并与明

道工作室、杜淳工作室、贾乃亮工作室，林

心如工作室等建立合作关系， 利于取得上

游内容IP的优先权。 在渠道端，欢瑞世纪与

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一线卫视

及爱奇艺、腾讯、搜狐等网络视频新媒体公

司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欢瑞世纪拥有 《诛

仙》、《楼兰》、《昆仑》等多个超级IP。

欢瑞世纪还于2013年创立了欢瑞游

戏，旗下已拥有天枳工作室、魔龙工作室、

卧龙团队、起灵工作室。 欢瑞游戏专注于页

游、手游、泛娱乐化平台的自研及运营，依

托欢瑞世纪大量武侠、仙侠、魔幻的影视素

材和丰富的院线及影视推广资源， 通过IP

授权、自主研发及多元化运营的方式，将影

游深度结合，使得双方互为补充和延续，形

成影游一体的商业模式，协同效应显著。 公

司持有的神墓OL（与360合作）、盗墓笔记

S（内部开发）、青云志、昆仑等现象级IP的

游戏，预计今年年底和明年陆续上线；即将

开拍或上映的电影例如《怦然星动》《古剑

奇谭》《新蜀山》等，都有望成为影游互动

很好的内容载体。

变革商业模式

网络剧正在从纯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不断展

现其互联网基因，向互联网产品演进，如通过“季

播+周播”增长影响时效，产品迭代更新聚合粉丝，

多路径培育原创IP，全产业链运作变现。

电视剧《花千骨》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优质IP

的强大变现能力。 《花千骨》在电视台和网络平台

上的播放量一直高居第一，并突破多项记录。 而手

游《花千骨》月流水突破2亿元，后期还有《花千骨

番外篇》的网剧以及电影上映。

据了解，网剧《煎饼侠》在今年创造了近12亿

元的票房， 搜狐视频2016年将继续投拍大鹏导演

的全新电影。 同时，《执念师》、《无心法师》、《他

来了，请闭眼》等几部网络自制剧将IP升级，院线

大电影也在筹拍中。

优质网剧使得收费成为了可能。 今年7月，爱

奇艺尝试对自制剧《盗墓笔记》进行差异化排播，

会员提前看全集，全集上线五分钟内收到了260万

次付费请求，一度造成服务器瘫痪，付费制巨大的

潜力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孙忠怀预测，腾讯、优酷土豆、爱奇艺三家视频

网站2016年的营业额应该在百亿量级， 这其中既

包括广告收费，也包含付费收费，以及游戏点卡、在

线直播等业务的营业额。

网络剧的出现及快速崛起，还直接对视频行业

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龚宇介绍，原来制作公司从电

视台那拿制作费、版权金，主要盈利模式靠卖广告，

如今有了互联网视频，可更快、更便捷地实现以大

IP为核心串起来的“剧、影、游、泛” 联动的多种形

态的商业模式。 “各种各样的协同效应，导致整个

内容产业、媒体产业、商业模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

一的收入模式，变成了非常丰富的商业模式。 ”

招商证券认为， 年轻粉丝追捧+网络渠道崛

起，国内IP市场迎来黄金时代。 人气小说IP的粉丝

受众和互联网渠道的发展，使得我国IP产业极速发

展。 上游的IP储备与交易，中游的影视剧制作与运

营，下游的衍生品市场，这三者形成了完整的影视

剧IP产业链，分别以百亿元、千亿元、万亿元规模进

发，三者互通，将打造出超万亿元IP市场。

网络剧快速崛起倒逼传统电视产业转型

□

本报记者 王荣 蒋洁琼

“互联网视频的快速发展，导致整个内容产业、媒体产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 爱奇艺CEO龚宇近日指出，互联网视

频可以更快更便捷地以大IP（优质版权）为核心，实现“剧、影、游、泛” 联动多种形态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视频主导的网络剧时代正在逼近。搜狐11月12日宣布，2016年将继续加大自制剧的投入，拟推出《法医秦明》、《亲爱

的，公主病》、《我的贴身校花》等网络剧目。 此前，腾讯视频旗下的企鹅影业也宣布，明年将推出8部网剧，未来还将每年投资电

影10-15部。 爱奇艺则宣布，2016年将打造30余部自制网络剧集。

东方证券研报指出，网络剧市场高速成长，将倒逼传统电视产业转型。 中国影视剧产业将发生深刻变革，网络剧行业机会正

在到来。

网剧反输电视台

网络剧《他来了，请闭眼》，正在搜狐视频、东

方卫视热播。 这也是首部反输一线卫视的网络剧。

这或许是网剧反输卫视的开始。爱奇艺正在播出的

《蜀山战纪》第一季，会员可以率先在其平台付费

观看，五个月之后才会在电视台播出。

目前，网络剧正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

多个平台上线的自制网络剧达79部，其中，腾讯有

32部，优酷土豆和爱奇艺紧随其后，秒拍、天猫魔

盒等新型视频平台也加入到网络自制剧的行列中。

据统计，2014年，中国网络剧制作数量为205部，共

2918集，超过了2007至2013年自制网络剧之和。

越来越多的IP开始注入到网络剧中来。 上半

年，共有15个IP注入网络剧，其中，小说占了8部，

剩余3部由游戏改编，4部分别改编自有声读物、舞

台剧、漫画和电视。

东方证券分析师指出， 与传统的电视剧相比，

网络剧审核采取的是备案制，即“视频网站自审-

上传广电备案-获得节目编号-播出” ， 整个流程

会比电视剧审核快很多，这让边拍边播成为可能。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投资网络剧与购买播映

权的价格相当，但网络剧还能取得相关IP，能够将

IP握在自己手中，在广告分成和后续IP衍生拓展方

面都有更大的自主权。 而且，网络剧几乎都是按季

制作的系列剧，平台独播，会为平台带来比传统电

视剧影响更长远的差异化效果。

不过， 互联网视频并不打算将电视台作为竞

争对手。“把电视台看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盟和

合作伙伴。 ” 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介绍，电视观

众和互联网观众有一个差异化， 会形成组合的播

放效应，电视台对互联网原创内容的增长有利。 他

预计，互联网视频与电视台的互动会更加频繁、深

入， 未来不排除每一家视频网站都会跟所有电视

台合作， 同时会选择类似于独家或者半独家的合

作伙伴。

内容资源争夺白热化

网络剧时代来临，大量平台出现，会使得优质

内容成为各家争夺的焦点。

西南证券分析师指出， 观众口味十分多元，对

题材接受度较广。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都市剧，

无论是烧脑攻心剧，还是幽默喜剧，只要能够打造

出亮点，都可以获得市场青睐。 这就要求互联网视

频要储备大量的优质IP。

“现象级代表横扫一切。”孙忠怀指出，用户会

出现分化，如果没有连续的能够承载分类分众用户

需求的现象级内容的话，一旦老的现象级内容失去

新鲜感而新的现象级内容无法接续的话，分众用户

群对平台的黏着度和喜爱度就会下降，平台的活跃

度就会快速地退潮。

日前，因制作方弃爱奇艺改签腾讯，《鬼吹灯》

网络剧合作纠纷案开审，这掀开了互联网争夺优质

内容的一角。 就在今年9月份，腾讯旗下的企鹅影

业宣布买下了《鬼吹灯》2部8本网络剧改编版权。

而9月15日，乐视影业为其投资的《鬼吹灯之精绝

古城》改编的电影《九层妖塔》预热。 互联网视频

企业之所以如此拼抢《鬼吹灯》，只因为《鬼吹灯》

的图书销量已达1300万册， 连续多年占据各大平

台畅销书排行榜。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担心，资本的介

入将会推高IP的价格，从而产生泡沫。 当前IP在影

视行业的地位日益提高，影视公司越来越看重IP的

积累，如果IP价格水涨船高，势必会使影视公司的

成本大幅上升。

未雨绸缪， 互联网视频开始大量储备原创文学

IP。 据了解，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统一管理和运营着

原本属于盛大文学和腾讯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

创世中文网、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红袖添香、云起

书院、QQ阅读、中智博文、华文天下等网文品牌，包

括《步步惊心》、《鬼吹灯》、《盗墓笔记》、《琅琊榜》

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改编作品的文本都发源于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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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5-124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在“2015-12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

告” 中披露如下：若公司本次重大事项继续停牌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

承诺争取不晚于2016年2月28日披露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事项以及相关预

案。 若2016年2月28日本次重大事项尚无法达到预案披露条件，公司将披露重

大事项的筹划进展并再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 若公司本次重大

事项继续停牌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复牌。

现更正为：若公司本次重大事项继续停牌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承

诺争取不晚于2016年2月28日披露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事项以及相关预案。

如果公司未能在2016年2月28日前披露重大事项的相关预案， 公司将按照交

易所及其他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若公司本次重大事项继续停牌议案未获

股东大会通过，公司也将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复牌。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

11月9日发布了“2015-121�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及“2015-12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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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本公司提交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予以补充披露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绒集团” ）于

2014年9月参与并主导Shanda� Games� Limited（简称“盛大游戏” ）私有化

交易事项。 中绒集团已通过控制的持股平台中绒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中绒圣达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了盛大游戏129,337,015股，占

盛大游戏总股本540,754,961股的23.92%，拥有40.06%表决权比例。

截至2015年4月私有化合并协议签署日， 私有化财团 （包括中绒集团在

内，以下简称“财团” ）合计持有盛大游戏75.65%股权（代表90.72%的投票

权），社会公众股东持有剩余24.35%股权（代表9.28%的投票权）。 其中，中绒

集团控制的宁夏中绒传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丝路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收购社会公众持有的18.26%A类股权，盛大游戏CEO

张先生控制的宁夏正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收购社会公众持有

的6.09%� A类股权。

盛大游戏已于2015年10月13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简称“SEC” ）

提交股东大会文件，并定于香港地区时间2015年11月18日上午10时召开审议

私有化退市的股东大会（以上相关内容可在SEC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为实现私有化完成后盛大游戏及其股东的最大利益， 并根据盛大游戏整

体商业运营计划， 盛大游戏的私有化财团始终在评估私有化完成后拟采取的

步骤，可能包括资产处置、重大资产重组或其他类型的交易。根据市场状况、财

团的实际能力以及盛大游戏可能取得的批准， 作为其整体商业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 财团同时也在考虑盛大游戏在国际认可的中国证券交易所实现重新

上市。为评估重新上市可行性之目的，财团正在对中概股私有化后重新上市的

计划并与其相应的法律、财务顾问，就在A股市场重新上市的法律要求、程序、

障碍、可能的时间表以及成本和风险进行分析和研究。 但是，考虑到在A股市

场重新上市涉及重组步骤以及取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财团尚未就重新上市达成确定的计划。

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唯一的上市公

司，在融资等各个方面均得到了控股股东的大力支持。本公司控股股东一直致

力于上市公司的良性健康发展，且一直在为本公司的发展谋求战略商机。公司

本次停牌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可能在盛大游戏私有化完成后， 参与私有化财团

对盛大游戏进行资本运作的交易。 公司将对此事项是否继续停牌提交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并已于2015年11月9日发布了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2015-121号公告）。

若公司本次重大事项继续停牌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承诺争取不

晚于2016年2月28日披露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事项以及相关预案。 如果公司

未能在2016年2月28日前披露重大事项的相关预案， 公司将按照交易所及其

他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若公司本次重大事项继续停牌议案未获股东

大会通过，公司也将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002141

公告编号：

2015-069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外资股东香港

冠策实业有限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后，公司外资股比已低于10%，根据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不再符合外商投资

企业相关条件，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注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

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年7月16日

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变更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向珠海市商务局及广东省商务

厅提交了有关变更申请。

2015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珠海市商务局下发的《转发广东省商务厅关

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外方股东减持股份批

复的通知》（珠商资函[2015]83号）和《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

业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外方股东减持股份的批复》（粤商务资字

[2015]372号），公司完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注销手续。

根据上述文件， 公司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于近日取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17503302A

名称：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三灶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卢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捌仟壹佰捌拾捌万捌仟元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10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线电缆产品（各种漆包线、铜包铝线、镀锡线、三

层绝缘线等）、电工电器产品、附件，技术咨询，电器机械及器材、自动化仪表

及系统制造、维修、销售，金属材料加工（裸铜线、金属绞线、切割线、合金线），

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2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002141

公告编号：

2015-070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0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5年7月27日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亚美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共同出资设立融资租

赁合资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7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

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合资公司的公告》。

近日，上述合资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JCF62Q

名称：珠海横琴丰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519

法定代表人：卢敏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30日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