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盈森

拟造“互联网＋包装”生态圈

美盈森11月25日晚公告，拟向不超过10名的

特定对象，募资不超过32.5亿元。 其中，14亿元投

入三个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项目，12亿元

投入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

项目，6.5亿元投入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公司表示， 募投项目主要是为解决行业生产

效率低、 供需不匹配、 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等难

题。 公司将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生产技术与设备建

设智慧工厂，实现精益生产、智能生产，减少人工

成本及资源浪费，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将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包装印刷行业，打造互

联网包装印刷生态系统， 实现各方主体的迅速对

接，提高产业运营效率。公司将通过建设智能包装

物联网平台，推动实现包装印刷产业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

公司同时公告称， 终止筹划购买KIMREE,

INC.下属子公司以及上海河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事项。（王荣）

*ST松辽拟募资新建95家影城

*ST松辽11月25日晚发布定增预案，公司

拟以22.36元/股非公开发行11180.68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25亿元用于新建影城项目及补

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 公司股票将于11月26

日复牌。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20亿元用于新建影

城项目。该项目拟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租赁物业

的形式， 新建95家具有一流观影环境的现代

化影城。 项目投入主要用于影城装修工程、设

备购置等费用支出。 据测算，该项目预计可实

现年平均营业收入20.23亿元， 年平均净利润

1.74亿元。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5亿元用于补充影

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拟用于创作生产8部电

影，同时建立电影项目库，为耀莱影视未来拟

投拍、发行的电影储备优质项目。（戴小河）

大名城

拟竞拍海际证券股权

大名城11月25日晚公告，公司拟参与竞拍海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66.67%的股权并获得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受让资格确认。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刊登的项目公告，

海际证券66.67%股权挂牌底价为4.06亿元。 11月

25日，公司收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受让资格

确认通知书（暨交易安排）》，公司将在3个工作

日内完成保证金交纳，成为产权标的竞买人。

目前，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海际证券

100%股份。 依托在管理、技术和客户资源方面的

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外资本市场，海际证券近几年

来在承销保荐、 财务顾问等业务领域取得了良好

的成绩，成功为多家公司提供了财务顾问服务。

大名城正在推进“产业+资本” 战略的实施。

此前公司设立了子公司名城金控集团， 目前名城

金控集团旗下三大业务板块股权投资、 证券投资

及金融业投资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本次拟参与

竞拍海际证券事项， 是公司加快金控集团金融业

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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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上市影企争相“豪赌” 贺岁档

□本报记者 蒋洁琼

电影《坏蛋必须死》和《消失的凶手》计

划11月27日上映， 从而拉开2015-2016年贺

岁档的大幕。 至2016年2月8日，本贺岁档期共

计74天， 根据已披露信息， 将有69部电影上

映，几乎平均每天都有新电影上映，票房竞争

将更加激烈。 业内人士称，中国电影银幕数飞

速增长，按照现有票房的月均水平，本贺岁档

票房有望再续百亿元佳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华策影视、华谊

兄弟、光线传媒、新文化、北京文化等上市公司

有多部电影布局2015-2016年贺岁档。分析人

士指出，贺岁档票房的多少直接影响影视上市

公司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业绩，在激烈

的贺岁档票房竞争中，具有IP优势的电影将更

受关注。

影视上市公司争相布局

华谊兄弟11月27日上映的电影 《坏蛋必

须死》， 将成为2015-2016年贺岁档的开场。

华谊兄弟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今

年公司贺岁档期间将有3部电影上映。

有分析师认为，虽然华谊兄弟今年贺岁档

推出的影片数量不及去年的5部，但今年贺岁

档布局的三部电影 《坏蛋必须死》、《寻龙

诀》、《老炮儿》受到市场密切关注，华谊年度

电影票房仍具备一定的爆发空间，这也将关系

到公司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业绩情况。

据介绍，华谊兄弟这3部影片分别将在11

月27日、12月18日和12月24日安排上映，类

型以动作为主，其中《坏蛋必须死》将延续今

年以来影迷热捧的喜剧风格。 艺恩票房数据

显示，华谊兄弟本月上映的电影《前任2：备胎

反击战》， 截至11月24日已经获得2.5亿元的

票房。

光线传媒贺岁档也将推出3部影片，分别

是《怦然心动》、《寻龙诀》、《恶棍天使》，其

中《寻龙诀》是与华谊兄弟联合出品发行。 公

司去年贺岁档只有1部电影上映，即《匆匆那

年》，该部电影以5.9亿元票房收官。另外，公司

与新文化联合出品的影片 《美人鱼》， 将于

2016年2月8日上映，该影片由周星驰导演，邓

超、张雨绮、罗志祥、文章主演，备受市场关注。

华策影视在贺岁档期间也将有三部电影

上映，分别是《平安岛》、《不可思异》和《蒸

发太平洋》。 其中，王宝强、小沈阳同时主演的

电影《不可思异》为喜剧题材。

北京文化将在贺岁档期间推出的3部影

片分别 《师傅》、《天生我刺》、《疯狂的年

兽》，其中后2部影片都是动画片。

从布局上看，以上各家上市公司贺岁档推

片均较为平衡。

IP优势与动画题材受关注

贺岁档期间，计划今年11月底上映的有7

部，12月份上映的有42部， 明年1-2月份上映

的有20部。 根据排片，12月上映的电影占整个

贺岁档的60.9%，其票房情况对于今年贺岁档

票房的影响举足轻重。

分析人士指出，12月电影市场大片云集，

竞争激烈。 大片市场中，《寻龙诀》最受关注，

预计《寻龙诀》、《老炮儿》、《绝地逃亡》三部

电影在抢票房上具备较强号召力。

《寻龙诀》、《老炮儿》、《绝地逃亡》三部

电影有一个共同特点———IP优势。 《寻龙诀》

改编自盗墓小说《鬼吹灯》，此IP优势此前已

在影视市场显示过其出色影响力：由乐视影业

发行的改编自同一IP的电影《九层妖塔》实现

累计票房6.8亿元。

《老炮儿》 为冯小刚式的喜剧片，《绝地

逃亡》为成龙经典喜剧动作片，这两部电影除

了题材上均具备较强竞争力之外，明星IP的驱

动也是其受到关注的一大原因。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众多影迷对于即

将上映的《寻龙诀》非常期待。 券商研究报告

也显示， 豆瓣电影上，《寻龙诀》 想看人数为

10,140人次，《老炮儿》为9,311人次，两者仅

次于外国片 《极速风流》（豆瓣想看人数25,

377）， 分别位居贺岁档电影豆瓣想看人数第

二、第三名。

还有分析人士介绍，12月上映的影片中

比较受到关注的喜剧片有8部，从演员阵容上

来看，多为喜剧演员以及具备票房号召力的偶

像演员。 除王宝强、 小沈阳同时主演的电影

《不可思异》、《唐人街探案》外，还有以《分

手大师》 奠定喜剧江湖地位的邓超导演的电

影《恶棍天使》，开心麻花演员沈腾、马丽主演

的电影《一念天堂》等。

2016年1月份将有15部电影上映， 其中，

动画片主要有 《小门神》、《熊出没之熊心归

来》、《功夫熊猫3》、《天生我刺》，《功夫熊猫

3》为外国片，其余3部为国产片。 分析人士介

绍，当月最大的亮点在于动画电影，其中《小

门神》被市场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继《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后适合全家观看的国产动画“神

作” 。 而《天生我刺》是由北京文化旗下的摩

天轮文化参与制作发行的动画电影，该动画IP

曾获2014年中国国际动漫节“最具潜力动画

形象”和“最具潜力漫画”两项金猴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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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迎生死劫 利好创新药企

□本报记者 戴小河

近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就评价对象和时限、

参比制剂遴选原则、 研究方法选用及鼓励政

策等公开征求意见。 业内人士指出，“《征求

意见稿》 的题中之意在于提高仿制药标准，

这也是药品审批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而利好

创新型药企。 ”

仿制药生死劫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

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提出的开展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相关要求， 食药总局

会同相关部委起草了《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一

致性评价设定最后期限。

《征求意见稿》明确，2007年10月1日前批

准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中的化学

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应在2018年年底前

完成一致性评价，届时未通过评价的，将注销药

品批准文号。《征求意见稿》并未对其他仿制药

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 但强

调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 其他生产企

业的相同品种在3年内仍未通过评价的， 注销

药品批准文号。

这是食药总局在2013年提出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以来，第一次强势推进相关举措，对于国

内药品研发规范性、 仿制药质量的提升有非常

深远的意义。 同时，也给包括药企、研发型公司

带来积极的影响， 长期有利于国际化开拓的药

企、质量规范的规模化企业。

分析人士称，这些举措能有效打破“劣币

驱逐良币” 的产业现状，长期利好坚持创新和

国际化的药企，如恒瑞医药、华海药业、人福医

药、浙江医药、绿叶制药、信立泰等。具有品种优

势（市场容量大、独家或类独家中药或创新型

化药）、销售优势（扩张、下沉、精细化、考核激

励方面有所突破）以及具有资源整合能力的企

业将成长壮大。

政策鼓励创新药

此次文件明确提出， 仿制药按原研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受理和审评审批， 对已经受

理的仿制药注册申请，实行分类处理。此举将大

幅提高新药申报门槛， 提高了对产品效果的要

求，将极大推动药物研发水平。

为解决药品注册积压， 食药总局此次在生

物等效性试验、同品种集中审评、限制性审批目

录等领域实现了重大改革。 面对2万多件药品

注册积压存量， 公告规定， 实行同品种集中审

评，对已经受理的相同品种，将按照统一的审评

标准和尺度组织力量进行集中审评。 为解决注

册积压问题， 公告还提出， 自2015年12月1日

起， 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由审批制改为备案

制，为企业优化处方工艺给出了空间，也符合国

际仿制药研发的通行做法， 大大缩短了仿制药

开发的周期。

“明确提出加快新药审评速度， 对新药研

发企业是巨大利好。 ” 业内人士指出，给创新药

开辟绿色通道， 让一些老百姓急需的新药能快

速投入市场， 加快使用先进技术、 创新治疗手

段、 具有明显治疗优势的临床急需用药注册申

请，更将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建设医药

强国的必由之路。

亚盛药业董事长杨大俊介绍， 新药研发

是一项系统工程，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当

然，全球化的新药研发，从申请IND到最后上

市，药物价值也在不断提升。国际化新药研发

不一定非要从头走到尾， Ⅱ期和Ⅲ期临床费

用虽然占据新药研发的主要部分， 但只是

“从1到100” 的规模化过程。 只有早期的临

床开发才是“从0到1” ，一旦验证具有临床疗

效，就可以进行商业转化。“关键是以满足临

床需求作为导向， 做出符合产品特点和差异

化的新药。 ”

联手社保理事会 中国交建拟设立150亿投资基金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中国交建11月25日晚公告称，为引入长期

股权投资基金，拓宽公司资金来源渠道，公司所

属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交基金” ）将设立北京中交建壹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引入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以下简称 “社保理事

会” ）投资公司推荐的项目。

根据公告，该投资基金规模150亿元，其中

中国交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89.85亿元，占比

59.9%； 中交基金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1500万

元，占比0.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作为

普通合伙人认缴60亿元。

公司表示，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源自公司

推荐的且经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制选择的

优质项目， 包括但不限于BOT/BT项目、城

市综合体开发项目以及其他能够形成良性

现金流的资产。其将利用公司独特的产业链

优势和品牌化、专业化、集成化的管理手段

进行项目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实

现良好的项目收益，从而达到安全、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进而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

大化。

厦工股份拟合资设立机器人公司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厦工股份11月25日晚公告称，公司拟与中

航西飞自控、中航国际北京公司、摩医咨询在厦

门合资设立“航控捷易（厦门）工程机器人有

限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厦工

股份出资4200万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2%；中航西飞自控、中航国际北京公司、摩医

咨询分别出资占比38%、11%和9%。

合资公司将致力于加快实现工程机械智能

电传控制系统 （以下简称 “智能电传控制系

统” ）的产业化，前期将以挖掘机、装载机、叉车

的关键液压件和电传控制系统产业化发展为目

标，逐步实现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替代；之后合资

公司的业务目标是拓宽到其他机械产品领域，

促进工程机械及其他机械产品向高效、节能、环

保、智能方向发展。

根据公告， 智能电传控制系统是厦工股份

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

究所共同研发的、 可用于工程机械及其他机械

产品的基于机电液一体化集成技术的电控液压

系统，融合电传控制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

术、 自主控制技术和卫星导航技术等， 具备感

知、识别、判断、决策、执行与反馈功能，是机械

产品实现智能化控制的基础技术平台。 借助此

智能化平台，通过不断的开发升级，可实现机械

产品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并最终向机器人

化方向发展。

中国中铁

将参与匈塞铁路项目建设

中国中铁11月25日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铁国际将与铁路总公司旗下铁总国际、 匈牙

利铁路公司在匈牙利组建联营体， 作为匈塞铁路

项目匈牙利段总承包商。 该项目估算总额折合人

民币约100亿元， 其中铁总国际和中铁国际在上

述联营体中共持有85%的份额。

公告称，11月24日， 中国政府与匈牙利政府在

中东欧16+1会议上签署了《关于匈塞铁路项目匈

牙利段开发、建设和融资合作的协议》。 匈塞铁路

位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境内，起点为布达佩斯，终

点为贝尔格莱德，线路全长约350公里，项目工期

初定为24个月。 匈塞铁路项目匈牙利段是匈塞铁

路的一部分，线路全长约160公里，该段项目估算总

额约4700亿匈牙利福林，约折合人民币100亿元。

中国中铁表示， 中铁国际在上述联营体中的

具体份额尚待确定， 待确定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公告。同时，公司也将积极参与该项目的施

工服务的投标。（戴小河）

太原刚玉拟发行股份购买钕铁硼资产

□本报记者 王维波

太原刚玉11月25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

10.02元/股的价格向东磁有限、 恒益投资发行

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赣州东磁100%股权，向

横店进出口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钕铁硼业务

相关资产（包括英洛华进出口100%股权），合

计发行股份数量为61,177,643股。

同时， 公司拟以10.02元/股的价格向横店

控股、钜洲资产、硅谷惠银（硅谷惠银1号）非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1,177,642股，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将不超过6.13亿元， 拟用于消防

机器人及消防训练模拟产业化项目、 新能源汽

车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机用高性能磁体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偿还

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赣州东磁主要从事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

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而横店进出口钕铁硼

业务相关资产主要从事钕铁硼磁性材料的国内

采购、国外出口业务。 根据公告，截至预估基准

日， 赣州东磁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11,

001.87万元， 收益法预估值为55,200万元；横

店进出口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未经审计

的账面净资产为2,000万元， 收益法预估值为

6,100万元。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61,

300万元。

交易对手承诺，标的资产2016年、2017年

及 2018年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为 4,

674.81万元、5,584.83万元及6,832.73万元。

如果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累积实际净利

润小于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将按照规定进行

补偿。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

总资产、 净资产和营业收入规模将得以提升，

进一步完善现有产业链，增强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的竞争力和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

时，上市公司将利用本次募集资金，着力打造

“控制技术+电机” 的精密制造产业平台，通过

系统集成，建设“部件+装备+工程” 的产业生

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消防机器

人及消防模拟训练系统等业务领域，为太原刚

玉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本次重组，

上市公司将有望扭转亏损情形，盈利能力将得

到明显改善。

永拓咨询挂牌新三板

11月25日，永拓咨询（832207）敲响了

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市

场）的钟声，这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首次

登陆资本市场。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是注

册会计师行业的一家 “老字号” ，2014年改

制为北京永拓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4年底， 永拓咨询累计承接国家机关、国

有大型企业、 金融保险企业的全过程跟踪咨

询项目148个，已完成59个，实现收入1.14亿

元。 正在开展的此类项目还有89个，项目合

同收入达1.44亿元。

公告显示， 永拓集团董事长吕江持有公

司21%的股权， 法人股东永拓管理持有公司

17%的股权。今年上半年，永拓咨询实现营业

总收入5046.53万元，同比增长47.32%，实现

净利润469.99万元，同比增长290.16%。

吕江介绍说，经过20多年的人才储备和

执业历练，永拓咨询已经形成了以“全过程

服务” 为特色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为项目单

位提供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 全过程工程造

价跟踪审计，以及技术培训等。 目前，永拓咨

询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尼克夏国际成员机构。

“借力资本市场，将突破现有的发展瓶

颈。 ”吕江说，注册会计师行业不能只靠一个

项目接一个项目的传统积累， 迫切需要借助

资本的力量激活和放大规模效益。 通过资本

市场融资， 是在维持现有成功发展模式下的

最佳选择。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共识。未来公司

将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进行行业整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

毓圭在敲钟仪式现场表示， 现代服务业与资

本市场的融合， 将有力促进会计服务业的成

长，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做出应有的贡

献。（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