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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股份
增资三子公司
21.33 亿
证券时报记者成城
本报讯华发股份（600325） 今日发布公告
披露，公司将对三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增资，总增
资金额达21.33 亿元， 三子公司均从事房地产
项目开发，目前正在开发华发新城六期、华发山
庄、云湖翠谷项目。
其中， 华发股份对全资子公司珠海华福商
贸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 亿元； 向子公
司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元； 向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
10.9 亿
司增加注册资本6.43 亿元。 21.33 亿元的总资
金均由华发股份现金增资。

伊利股份
新建超高温灭菌奶项目
3.46 亿
证券时报记者程文
本报讯伊利股份（600887） 拟在河北省张
家口市张北县新建日产1200 吨超高温灭菌奶
项目，项目投资金额3.46 亿元。
据悉，此项目是根据伊利股份2009 年股东
大会通过的《2010 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进行实施。 伊利股份称，项目市场前景较好，工
艺技术和生产管理成熟。经计算，该项目投资回
收期为4.89 年， 投资回报率13.6% ， 内部收益
率13.83%。 公告显示，该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
投资回收期也较短，抗风险能力较强，预计建设
期为19 个月。

深物业Ａ
置入资产估值略降
证券时报记者李小平
本报讯近日， 深物业Ａ(000011) 董事会审
议《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
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较公司7 月21 日披露的重组预案而言，资
产的评估价格略有出入。根据此次评估报告，深
物业Ａ 拟置出资产评估值为3.06 亿元，拟置入
资产评估值为3.04 亿元，置换资产的差额部分
元由大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47.28 万
以现金补足。而在此前的预案中，拟置入资产评
估值为3.36 亿元。

长城开发
拟签署6 亿授信协议
证券时报记者李小平
本报讯长城开发(000021) 今日公告称， 公
司拟与关联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面金融合作协议》， 由中电财务为公司及其
《全
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银行承兑
汇票贴现等金融服务， 其中以信用方式取得综
合授信余额不超过6 亿元， 办理资金结算日存
款余额最高不超过6 亿元。
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及控股股东长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
三年。

华茂股份
拟发行5 亿元短期融资券
证券时报记者李小平
本报讯华茂股份(000850) 今日公告称， 根
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综合考虑各种筹资方
式的成本， 公司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5 亿
元短期融资券。 发行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指导
利率， 并经评估机构以企业实际评定等级进行
最终确定。
此次融资有利于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优化
财务结构；有利于拓宽目前公司短期融资渠道，
分散短期融资风险。

名流置业
签4.9 亿信托融资协议
证券时报记者陈锴
本报讯日前， 名流置业(000667) 及其全资
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签订《 增资扩股协议》， 山东信托以
流武汉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
“名
信托资金对名流武汉增资扩股。 山东信托此次
投入名流武汉公司4.9 亿元。
增资后， 名流武汉公司注册资金由5 亿元
增加到9.9 亿元， 名流置业占名流武汉公司股
权比例为50.51%，山东信托占名流武汉股权比
例为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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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集团资产处置点燃太极系整合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陈 锴
本报讯 今日， 太极集团
（
600129） 披露了一揽子的资产处置
方案。 公告显示， 董事会同意全资
子公司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整
体吸收合并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太
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出
售两江口物业； 太极集团和桐君阁
(000591) 拟共同对四川太极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等。
此举不禁让市场联想到传闻已
久的太极系资产整合。 今年以来，

太极集团与太极系另两家公司桐君
阁和西南药业 （
600666） 一直存在
着整合预期。 9 月 6 日，太极集团在
异常波动公告中还表示， 关于外界
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桐君阁和西
南药业重组的传闻， 经公司向其
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核实，
在未来三个月内， 太极集团不存
在对公司及上述两家子公司包括
但不限于涉及公司非公开发行、
债务重组、 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尽管太极集团
今日公布的资产整理方案与市场期

待相差甚远， 但却让市场看到了太
极系的整合预期。
在此次的资产整理中， 物业资
产的处置是重点。 首先， 太极集团
拟将两路口大厦作价 9002.17 万元出
售给关联方重庆市兆和实业有限公
司； 然后， 太极集团与集团公司再
将兆和公司的股权以承债方式整体
对外挂牌转让。 受让方承担兆和公
司的全部债务， 并将对公司的债务
9002.17 万元和股权转让款一同支付
给公司。
上述物业有望被太极集团全资

子公司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摘
牌， 因为涪陵制药在此时适时地将
经营范围增加了 “
房地产开发” 这
一职能。 公告显示， 涪陵制药将整
体吸收合并太极集团子公司重庆太
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具体方案为，
公司将持有的太极医药 99.86%股权
全部转让给涪陵制药， 转让总价款
为 6.99 亿元。 太极医药的主要资产
为土地资产 1085.82 亩。 同意涪陵制
药在经营范围上增加 “
房地产开发”
项目。
同时， 经与重庆市涪陵区李渡

新区管委会初步协商， 涪陵制药拟
在上述工业园区征地 150 亩用于建
设新厂区， 其中： 工业用地、 商业
用地分别为 100 亩、 50 亩； 征地费
用合计 6300 万元。
此外， 太极集团和桐君阁拟共
同对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 其中， 太极集团、 桐君
阁分别出资 1600 万元、 14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 太极大药房注册资本
增至 2000 万元， 太极集团的持股比
例由原来的 20%上升至 45%， 桐君
阁则由原来的 80%下降至 55%。

数据卡遭反补贴调查中兴通讯着手应对

本报讯

9 月 17 日， 华北高速
(000916)董事会收到股东方天津市
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来函， 董事王
占英因涉嫌挪用公款， 日前已被天
津市和平区检察院逮捕。 华北高速
称，因调查范围在其任职单位，对公
司经营活动并无影响。
（
）

证券时报记者程 文

本报讯 继 6 月 30 日欧盟委员
会对中国数据卡产品 （
(又称无线宽
域网络调制解调器)）发起反倾销和保
障措施调查后，欧盟委员会于 9 月 16
日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卡产品
发起反补贴调查。 商务部称，这是欧
盟首次对中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同时
进行的三项调查，涉及中国企业出口
额约 41 亿美元。 也是迄今中国遭遇
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
针对此事件， 中国主要的数据卡
生产商中兴通讯（
000063）发布公告称，
公司在欧盟地区的数据卡产品营业收
入占公司总体营业收入比例较小，欧盟
委员会对数据卡产品发起的调查对公
司整体经营情况无重大影响。
而在此前， 商务部已对欧盟委
员会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 称这三
项调查是欧盟仅为保护某一成员国
中一家企业的利益， 而滥用贸易救
济措施。 这种做法在世界贸易组织
各成员贸易救济实践中极为罕见。
据相关媒体透露， 欧盟委员会
发起的三项调查都是在比利时调制
解调器生产商 OPTION 提出申诉后做
出的。 据悉， OPTION 是欧盟 3G 调
制解调器的唯一生产商。 OPTION 在
新的申诉中称， 中国的主要调制解
—中兴和华为控制着
调器生产商——

华北高速
董事王占英遭逮捕

陈锴

*ST 威达
出售一贸易公司

本报讯

9 月 16 日，*ST 威达
(000603) 与徐州九洲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ST 威达拟将
所持有的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九洲投资，转
让价格为 1458.42 万元。 与此同时，
江西堆花贸易公司所欠 *ST 威达
1677.72 万元的债务，由受让方九洲
投资承担偿还连带责任。 （
）

陈锴

3G 数据卡和 USB 调制 解 调 器 市 场
90%的份额， 并获有补贴。
对此，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称， OPTION 近年的公开年度报告
明确申明， 其数据卡产品已经全部
外包给中国生产。 “
实际上， 欧盟
当前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卡生
产商都没有。” 机电商会表示会和中
国数据卡生产企业在随后的调查中

向欧方提出强烈质疑和抗辩。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公开指出，
数据卡属不断更新换代的高科技产
品， 中国产品促进了技术进步并创
造了新的市场， 也给欧盟消费者带
来了实际利益。 但目前这种调查做
法不仅会扰乱正常的贸易秩序， 也
损害欧盟各成员国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 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背道

而驰， 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规则框
架内采取措施的权利。
中兴通讯也表示， 公司已基本
完成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相关问
卷答卷的准备工作， 并委托代理律
师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相关的抗辩
意见。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 态 进 展 ，
配合欧盟委员会进行调查， 并积极
采取所有的应对举措。

哈高科
拟出售所持温州银行股份

本报讯

哈高科（
600095）董事
会开会讨论决定出售公司持有的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就该事宜与有购
买意向的客户进行洽谈，具体出售
的数量和价格根据未来洽谈的情
况确定。 目前，哈高科共持有温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562.47 万 股
股份。
（
）

成城

阿里巴巴集团控制权之争：一切还是未知数
据新华社电

针对 在 即 将 来 临
的 １０ 月，阿里巴巴集团控制权是否
会从马云等现管理层之手落入雅虎
一事， 阿里巴巴集团公关部有关人
士 １７ 日对记者表示：“
目前尚无法
就此事发表评论， 因为一切还是未
知数。 ”
总部位于杭州的著名电子商务
企业阿里巴巴集团， 本月 １１ 日刚刚
生日”。
度过了自己的十一岁“
此番曝出的控制权之争，起源于
２００５ 年阿里巴巴和雅虎的一纸合作
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雅虎以 １０ 亿美元

和雅虎中国，换得阿里巴巴集团 ４０％
的股份和 ３５％的投票权。
公开资料显示， 当时双方还约
定，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开始，雅虎的投票
权将从 ３５％增加至 ３９％，与之相应马
云等管理层的投票权将从 ３５．７％降为
３１．７％，软银则保持 ２９．３％的投票权不
变。
与此同时，雅虎在阿里巴巴董事
会的席位也将从 １０ 月份开始由原来
的一席增加到两席，即雅虎和阿里巴
巴管理层分别可委任两位董事，软银
依旧可委任一位董事。 如此一来，雅

虎将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真正意义上
的第一大股东，并在董事会内部拥有
更多的话语权。
为摆脱这一不利局面，此前阿里
巴巴集团已向雅虎提出过回购股份
的申请，但遭到了雅虎拒绝。
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控制权有可
能从创办人马云手上旁落一事，不愿
具名的阿里巴巴集团公关部人士对
记者说：“
暂时无法就此发表评论，待
时间合适时，公司将对外公布相关结
果。 ”
记者 １７ 日在淘宝网、 支付宝等

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看到，控制权
之争并没有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行，
一切日常经营照旧。 在淘宝网门口，
一名挂着淘宝橙色身份牌的员工对
记者说：“
无论结果如何，阿里巴巴仍
将是阿里巴巴，一家专注于电子商务
的公司。 ”
有分析人士认为， 无论控制权
落入谁手， 保持现有业务和经营团
队的稳定，符合雅虎、阿里巴巴和软
银的共同利益。 因此，阿里巴巴集团
和雅虎之间应该会冷静地来处理这
一问题。

氨纶提价 3000 元/吨 低于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向南
16日至 17 日在杭州召开的第 5
届氨纶市场与发展论坛上，与会氨纶
企业达成价格上调协议，一位与会人
员称，氨纶全线产品报价将统一上调
3000 元/吨，上调后，市场报价将达到
5.4 万元/吨左右。 这一结果低于预期，
接近会议人士称，原本希望 40D 报价
提高到 5.9 万元/吨，而这一价格也是
今年氨纶价格高点。
目前 40D 报价为 5.1 万元/吨，如
果报价提高到 5.9 万元/吨，将一次性
提价 16%，而本次达成的协议，市场
报价仅提高 6%左右。 不过昨日氨纶
市场一般报价并未受多大影响，40D

氨纶小幅上涨 300 元/吨， 达到 5.13
万元/吨。
9 月上旬氨纶价格小幅走软，其
中 40D 价格从 8 月下旬的 5.3 万元/
吨降至 5.1 万元/吨，这一价格已与今
年 1 月份持平，而原材料成本和 1 月
份相比上涨 20%以上，氨纶企业面临
盈利压力是本次召开会议商讨价格
调整的原因。
本次氨纶价格调整低于预期，或
许是考虑市场需求因素。 中国化纤工
业协会氨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俊
林表示， 本次提价的基础不容乐观，
关键是下游需求，由于纺织品出口下

降，最近下游需求还有下滑趋势。 本
次提价并非中国化纤工业协会氨纶
专业委员会组织实施，不过，该协会
亦参与多次提价协调会。 郑俊林表
示，协会一般是在市场价格偏离基本
面时组织提价。
不过，有与会方称，氨纶价格近
期下调的原因，并非完全出于市场需
求，而更多是资金因素，因为资金被
棉花等纺织品分流，“
本次提价是根
据供需关系所做的调整。 ”
今年氨纶行业已有两次提价，其
中 1 月份将氨纶 40D 价格上调 3000
元/吨至 5.1 万元/吨。 在 4 月份，氨纶

40D 售价统一上调至 5.9 万元-6 万
元/吨。 第二次提价，让相关上市公司
业绩飙升，不过第二次提价之后， 氨
纶价格就开始节节下跌，至今已经回
落到 1 月份水平。
第一纺织网总编汪前进认为，氨
纶和棉花不同，棉花是一年一收的农
产品，供给量不能人为调整，而氨纶
作为工业品， 产量随开工量调整，棉
花价格上涨，并不一定使相关纺织产
品价格都出现上涨。 不过他同时认
为， 这次氨纶提价也有一定基础，因
为传统上四季度都会出现一个纺织
品出口小高峰。

山东高速
进军污水处理业
本报讯 山东高速 （
600350）今
日公告， 董事会决定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利
用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出资设立山
东高速环保科技（
滨州）有限责任公
司，由其采用 TOT 方式受让滨州市
高新区南城污水处理厂的项目设施
及附属资产并进行技术改造。
根据合同书， 滨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将授予滨州环保公
司上述污水处理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期限为 30 年。 山东高速表示，本次
投资实施后， 将增加公司的长期投
资，拓展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规模，促
进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快速发展，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成 城）

武汉健民
转让医药公司股权
221 1 万
本报讯 武汉健民(600976)今
日公告称， 公司拟将持有的湖北华
立正源医药有限公司 55%的股权
转让给湖北汇宇佳医药有限公司，
转让价款为 2211.31 万元。
公告显示， 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正源医药总资产 1.82 亿元、净
资产 4020.56 万元、 净利润-229.03
万元。 武汉健民称， 此次交易的核
心目的是改善公司医药商业的布
局， 此次股权转让的完成将有利
于公司改善资产质量， 提高净资
产收益率， 有效规避公司对外投
资风险。
（陈 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