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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进任新掌门 爱建股份新局开启

未来

3

年发展瞄准信托行业第一梯队

证券时报记者 张昊昱

日前， 爱建股份 （

600643

） 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徐风最后一次

以公司董事长身份主持这次股东大

会。 第二天， 爱建股份公告， 范永进

成为新任董事长。 范永进曾任上海市

金融办副主任长达

10

年， 他的上任，

意味着爱建股份新局的开启。

7

年

5

次重组， 爱建股份被戏

称是

A

股 “重组王”， 公司一度深陷

巨亏黑洞。 此前种种， 对手握两张

稀有金融牌照的爱建股份来说不甚

光彩。 不过， 随着 “爱建信托案

“的落槌以及上海国际集团增资的到

位， 新的局面已经打开。 立足信托

业， 并沿着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两

条路径不断深化， 发展成为金融综

合服务提供商， 这将是爱建股份未

来的发展方向。 在爱建股份日前召

开的股东大会上， 公司高管称， 未

来

3

年的发展将瞄准信托行业第一

梯队。

旧债追回新资注入

多年来， 爱建信托在哈尔滨新城

项目上的数十亿资金黑洞， 屡屡拖累

爱建股份的重组。

资料显示，

2002

年下半年， 爱

建信托与上海富豪颜立燕共同在哈尔

滨投资建设 “哈尔滨新城”， 双方成

立的项目公司名为哈尔滨爱达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爱

建信托

2004

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中

指出， 爱建信托将

13.13

亿元现金以

及

26.63

亿元信托债权转入哈尔滨爱

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爱建新城项

目， 作为信托资产管理。

该案在去年已作出判决， 颜立燕

也与爱建股份签署了债务归还的相关

文件。 根据协议， 颜立燕以其关联企

业上海新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抵付爱建信托

11.6

亿

元， 另外应支付的

7.4

亿元债务， 在

一年内支付， 并以哈尔滨地下商业街

在建工程作为抵押。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公司被授权负责地下商业街的后续

建设、 运营和监管。 地下商业街建成

并变现后的资金， 除归还华融公司投

入的后续资金本息外， 将用于向爱建

信托支付债权

7.4

亿元。

一年过去了， 对于协议的执行

情况， 爱建股份总经理杨德红表示，

赔偿协议将在今年下半年执行完毕。

由于当时公司对这部分亏损做了比

较大的计提， 因此在资金冲回之后，

将会对公司下半年财务报表产生积

极的影响。

市场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则是爱

建信托近日获得的

20

亿元增资如

何使用。 目前， 爱建股份对上海国

际集团的增发已经完成， 对爱建信

托的

20

亿增资也已获准并完成工

商登记。

对于这部分新增资金， 杨德红

表示将进行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

爱建信托目前正在筹划布局新的

金融机构， 公司所具有的金融牌照

也比较符合监管部门对组建、 并购

新金融机构的要求。 其二是用于信

托的自营贷款， 这将对利润的短期

贡献有益。 其三是用于爱建信托的

自营部分支持信托计划的发行。 杨

德红表示， 在目前阶段， 有一个强

资本运作支撑的信托公司在市场上将

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四大板块六子公司

随着历史问题的解决和定向增发的

完成， 爱建股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起点。 根据爱建股份

2012

年业务发展

规划， 其战略定位是打造成为一家以金

融业为主体， 专注于提供财富管理和资

产管理综合服务的成长性上市公司， 未

来将构建四大业务板块， 分别是金融板

块、 类金融板块、 投资与资产管理板块

以及产业板块。 围绕四大板块， 下一步

将重点构建

6

家核心子公司： 爱建信

托、 爱建资本、 爱建资产管理公司、 爱

建融资租赁公司、 爱建财富管理公司和

爱建产业发展公司。

爱建信托是

6

家子公司的重中之

重。 杨德红说， 今年

3

月爱建信托获

得银监会核准， 由 “上海爱建信托投

资有限公司” 更名为 “上海爱建信托

有限公司”， 这将对未来业务增长带来

积极影响。 杨德红解释， 原来爱建信

托做每一单业务都需要核准， 现在去掉

“投资” 两字， 意味不再属于特殊监管，

而是与其他信托公司一样， 在发行信托

产品时采取备案制 （除房地产信托）。

从此前的 “核准制” 转变成了 “备案

制”， 这也意味着公司的信托业务将加

速发展。

对于爱建股份的未来展望， 杨德红

介绍， 将来公司业务模式不以强资本推

动， 不会随着宏观经济的起伏产生巨大

波动， 而是会成为一家资本节约型的金

融服务企业。

据可查资料显示， 去年爱建信托新

增集合信托项目

6

个， 共计募集信托资

金

21.56

亿元； 新增单一信托项目

16

个， 募资规模达

34.03

亿元。 同时， 在

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银信合作

业务取得零的突破， 累计金额

10.2

亿

元。 杨德红告诉记者， 从公司

2011

年

全年和今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情况来

看， 爱建信托高于行业平均增速多个百

分点， 预计该公司今年将保持良好增长

态势。

用已卸任董事长徐风的话来说， 公

司前几年谈的是生存， 现在该到考虑未

来发展的时候了。 新董事长范永进上任

后， 卸下历史包袱并获重金护航的爱建

股份后续将如何表现， 令人期待。

从范主任到范董事长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在上海金融及上市公司圈里， 大

家习惯称范永进为 “范主任”。 在爱

建股份股东大会上， 记者和范永进打

招呼， 脱口而出的还是 “范主任”。

范永进曾长期担任上海上市公

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务。 印象中他是一位学者型的金融官

员， 他喜欢读书、 写书， 编著了多本

以资本市场、 资产重组等为题材的书

籍， 包括 《证券律师从业指南》、

《上市公司发展指导》、 《回眸中国股

市

1984-2000

》、 《中国股市早年岁

月》、 《见证中国股市》 等。

在上海的上市公司中， 范永进

是公认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企业

并购领域的专家。 在进入上海金融

办之前， 范永进曾在上海国际经贸

研究所、 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

会、 上海证券期货监督管理办公室、

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从事研究、 立法和管理工作，

并见证了

199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

业、 上海第一批

B

股公司诞生、

1992

年大批公司改制上市、

1997

年

第一波重组开展、

2005

年股改推进

等资本市场重大事件。 他曾以上海

市金融办副主任的身份参与和推进

过爱建股份的重组。

现年

51

岁范永进是山东南下干

部的后代， 从小在上海生活、 读书、

工作， 他身上兼有北方人的直爽和南

方人的细致。 他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国

际经济法专业，

2003

年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取得工商管理硕士， 是高级经济

师、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

委员会副主席，

2002

年起担任上海市

金融办副主任一职。

上海市市属金融企业中有

4

家上市

公司： 浦发银行、 中国太保、 海通证券

和爱建股份， 只有爱建股份拥有信托和

证券等综合牌照。 在股东大会上， 公司

总经理杨德红说， 上海市政府派范主任

担任公司董事长， 显示了把爱建股份建

设成为上海市金融平台的决心。

从范主任到范董事长， 从一个政府

金融官员到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 范永

进面临的是挑战， 更是机遇。

片仔癀拟配股融资

8

亿

建生产基地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片仔癀 （

600436

） 日前公布配股

方案。 公司拟以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

本

1.4

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照

不超过

10

：

3

的比例配售股份， 共计

可配股份数量不超过

4200

万股。 本

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其中

6.1

亿元用于

片仔癀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7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片仔癀披露， 根据漳州市区总体

规划， 公司拟在南靖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通过出让方式取得

1070

亩土地用

于片仔癀工业园区的建设， 其中

300

亩用于分公司的项目建设，

300

亩用

于公司的新生产基地建设，

200

亩用于

片仔癀工业旅游用地，

200

亩用于未来

涉及牙膏等产品及相应项目的生产基地

建设，

70

亩用于员工宿舍等生活配套

设施用地， 总投资约

16

亿元。 第一期

投资约

11.6

亿元， 其中分公司建设投

资约

3.5

亿元， 资金由华润片仔癀合资

公司委托贷款给分公司。 公司生产基地

建设投资约

6.1

亿元， 由公司从二级市

场融资。 员工宿舍等生活配套设施建设

及购置片仔癀工业旅游项目和牙膏项目

用地

400

亩项目， 由公司以其他形式自

筹解决。

鉴于片仔癀产品主要原料成本大幅

上扬等原因， 片仔癀决定从

7

月

1

日起

调高片仔癀国内销售价格， 每粒上调

20

元， 公司今后将根据主要原料状况

相应调整产品价格。 而就在

6

月

7

日，

片仔癀刚刚公告因原料成本大幅上扬，

将提高产品的出口销售价格， 决定从

7

月

1

日起调高片仔癀出口销售价格， 每

粒平均上调

6

美元。

受累移动支付标准之争

国民技术上半年业绩降五成

见习记者 李雪峰

国民技术 （

300077

） 今日披露了

上半年业绩预减公告， 公司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约

2946

万元

~3535

万元，

同比下降

40%~50%

。

国民技术认为， 上半年业绩预减

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受累于市场竞

争加剧， 公司主营产品

USBKEY

安

全主控芯片毛利率和收入降幅较大；

二是移动支付产品和通讯射频芯片业

务还未对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记者注意到， 国民技术去年净利

润即同比下滑近四成， 今年一季度则

延续颓势， 业绩同比近乎腰斩。 二季

度， 国民技术依然未能扭转困局。

此前曾有券商人士指出， 国民技

术希望在移动支付业务方面有所突

破， 但在移动支付标准最终确立之

前， 国民技术势必面临着较大的不确

定性； 而国民技术为确保安全芯片技

术的既有优势， 又需要持续巨资投入

研发。 数据显示， 国民技术去年研发

费用高达

1.66

亿元， 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

29.07%

， 而在

2010

年， 该比例

为

19.08%

。

按照原计划， 国民技术拟提高移动

支付的业务比重， 公司曾于

2009

年

7

月联手中国移动倡导

2.4GHz

标准， 并

与中国银联主导的

13.56MHz

标准针锋

相对。 若沿袭国际惯例，

13.56MHz

标

准无疑是大势所趋， 不过中国移动并不

让步， 移动支付标准之争持续两年之

久， 国民技术不可避免地成为标准之争

的受害者。

对于国民技术而言， 贸然改变产品

的标准并不现实， 因为公司的产品线及

中期规划大多以

2.4GHz

标准为主。 在

此背景之下， 国民技术似乎难以实施行

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不过， 移动支付标准已现曙光，

工信部相关人士较早之前即已指出上

述两标准或将同时存在。 而在近日，

标准之争的主体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不再坚持

单一标准。 据了解， 移动支付标准之

所以迟迟未能出台， 主要是该标准横

跨金融和通讯两大领域， 涉及诸多环

节， 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互相妥协式

的合作令移动支付标准的出台更具确

定性， 而国民技术亦将随着行业政策

的明朗而迎来生机。

乔丹体育称已注销部分防御性商标

目前国内含“乔丹”或“

QIAODAN

”字样商标逾百件，涉及各个行业

证券时报记者 陈勇

乔丹商标诉讼案继续发酵。 上周

乔丹体育方面率先打破沉默， 称注册

包括飞人乔丹两个儿子名字在内的商

标， 是出于对持有的合法商标防御性

保护的目的。 乔丹体育在法院正式受

理与迈克尔·乔丹姓名权纠纷之前已

注销了部分可能被误解的防御性商

标。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目前国内

确实存在众多企业注册含 “乔丹”、

“

QIAODAN

” 字样的类似商标。 相关

律师认为， 飞人迈克尔·乔丹单独起

诉乔丹体育意在获取利益最大化。

乔丹体育日前在其官方网站挂出

声明称， 自使用 “乔丹” 注册商标以

来， 发现大量含 “乔丹” 字样的商标

申请。 出于保护目的， 公司先后申请

注册了

129

件防御性商标， 其中包括

“杰弗里·乔丹”、 “马库斯·乔丹”

等， 但公司从未使用过这些商标， 未

来也没有使用这些商标的计划。

记者收集的相关资料显示， 目前

国内确实有逾百个合法注册含 “乔

丹”、 “

QIAODAN

” 字样或者类似的

商标。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除乔丹体

育以外， 目前国内注册含 “乔丹” 字

样的有效商标有

63

个； 含拼音

“

QIAODAN

” 的商标

43

个。 涉及商

标注册的类别达

23

种， 占商标注册

类别的一半以上。 注册商标涵盖的行

业更是五花八门， 涉及的行业有食

品、 服装、 医疗、 饲料、 卫生洁具不

等， 其中也不乏体育用品行业。

记者在掌握的资料中发现， 在迈克

尔·乔丹

1984

年出名之前， 国内就已经

有注册含 “乔丹” 字样商标， 而且注册

这个商标的是一家国外公司。 这家来自

挪威的个人卫生用品公司， 注册申请的

时间可以追溯到

1980

年。 据中国商标

网的资料显示， 挪威这家公司的中文名

称为 “乔丹公司”， 英文名称是 “

JOR－

DAN AS

”， “乔丹” 两字应是 “

JOR－

DAN

” 的中文翻译。 有知识产权方面的

律师指出， 由此可见， “乔丹” 两字和

飞人迈克尔·乔丹不具有唯一对应性和

专属性。

长期关注乔丹诉讼案的大成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徐万辉律师对记者表

示， 迈克尔·乔丹选择起诉乔丹体育有

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 迈克尔·乔丹知

名度主要体现在体育和特别是篮球方

面， 与乔丹体育经营的体育用品业务范

围相符合； 其次， 乔丹体育是国内具相

当知名度的运动品牌领先企业， 无论从

经济还是社会影响角度考虑， 选择这样

一家营业收入过

30

亿， 拥有

6000

多家

专卖店的企业作为起诉对象， 意在利益

最大化。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长灼也

持类似看法， 他认为， 迈克尔·乔丹理

论上可以对所有注册含 “乔丹” 字样商

标的企业提起诉讼， 但必须考虑到诉讼

花费的时间和成本。

� � � �公司产品出口价格以

及国内销售价格自

7

月

1

日起上调

。

道明光学两子公司吸收合并

� � � � 道明光学 （

002232

） 今日公告

称， 公司拟对旗下两全资子公司实施

整合， 由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浙江永鑫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公告称， 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司

拟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浙江

永鑫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全部资产、 负

债和业务， 合并完成后， 后者的独立

法人资格注销， 合并基准日为

2012

年

6

月

30

日。

道明光学表示， 两子公司的产品

均为道明光学反光材料产品的上游原

材料，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提升道明

光学对上游原材料控制力， 有利于公

司集中和优化生产资源， 将对公司产

生积极影响。 （李雪峰）

凯迪电力向原料采购环节开刀

公司董事长称，原料中间商囤积居奇、品质下滑，已成为生物质发电市场毒瘤

证券时报记者 吴蒙

在凯迪电力 （

000939

） 上周五召

开的股东大会上， 针对与会股东提

出的公司生物质发电原料采购混乱、

发电量下滑等问题， 公司董事长陈义

龙作出积极回应， 他表示公司正尽全

力打一场治理生物质发电原料市场秩

序的攻坚战。

陈义龙坦言， 近年来原材料采购

成本过高导致生物质发电企业陷入增

电量不增收的困境。 他通过实地走访

总结了问题产生的根源： 原料中间商

囤积居奇， 原料成本居高不下， 不法

中间商加沙加水， 原料品质下滑； 生

物质发电厂增电量不增收、 农民对原

料采购标准认定不清、 采集积极性不

够。 陈义龙认为， 原料中间商已成为

现阶段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的毒瘤，

原料中间商清理工作事关我国生物质

发电产业的成败。

陈义龙说， 近年来原料价格过快

增长的现象引起了公司的高度关注。

自公司

2009

年正式投产生物质发电

项目以来， 生物质发电原料价格上涨近

3

倍， 尤以

2011

年的涨幅为甚。 陈义龙

说： “今年

1

至

5

月凯迪电力发电量下

滑， 对凯迪电力绝不是坏事， 原料中间

商清理工作绝不能手软！”

陈义龙介绍说，

2011

年公司生物质

发电尚处技术磨合期， 公司精力主要集

中于进行技术的创新突破和新电厂的基

建。

2012

年， 伴随来凤、 崇阳、 松滋等

一批

1×30

兆瓦

(MW)

机组的成功并网

发电， 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温超高压生物

质发电技术已基本成熟。 提升各电厂的

营运管理水平成为进入

2012

年后公司的

首要目标， 务求增电增收增利润， 重中

之重是抓好原料市场的规范化管理。

据悉， 春节后， 凯迪电力着手从根

源上进行原料市场的整顿， 以宿迁、 五

河、 望江、 祁东、 万载、 桐城

6

家并网

电厂为核心， 展开公司原料采购体系的

全面整顿。 陈义龙率队重新进行公司原

料资源调查， 数据库构建， 下沉原料采

购质检体系； 从技术和管理上加强采购

现场监管， 铁腕清理原料中间商， 构建

原料市场的新秩序。

� � � � � �

根据爱建股份

2012

年业务发展规划

，

其战略定位是

以金融业为主体

，

专注于提供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综合服

务

，

未来将构建四大业务板块

，

分别是金融板块

、

类金融

板块

、

投资与资产管理板块以及产业板块

。

*ST

广钢过户将于近期完成

� � � �日前， 以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为控股股东的领导班子召开

了

*ST

广钢

(600894)

自

1996

年上

市以来的 “最后一次” 年度股东大

会。 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张伟涛主

持， 会上，

*ST

广钢审议通过了所有

8

项议案。

据悉，

*ST

广钢重组目前已进入

资产及股权交割中， 置入置出资产的

交割事项即将完成， 公司名称、 住

所、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及经营范围将

变更。 如果顺利的话， 自本周开始， 公

司名称将由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ST

广钢的控股股东将由广钢集团变更为广

日集团， 但实质控制人仍为广州市国资

委。 另据悉，

7

月

6

日召开的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选举出新一届

的董监事领导班子。

（刘莎莎）

海信电器

获评售后服务先进企业

� � � �

6

月

28

日，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

协会主办的 “智能化时代消费电子售

后服务创新高峰会” 在京举行， 高峰

会授予海信电器 （

600060

） 等企业首

批 “彩电行业售后服务先进企业” 荣

誉称号， 以表彰其在推动家电服务业

转型和升级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

在售后服务上， 海信电器建立

起创新的服务体系， 拥有标准化服

务模式、 专业化服务团队， 以及覆盖

全部产品销售区域的服务网络。 截至

目前， 海信电器的售后服务网络做到

了全国覆盖， 网点数量达到

5124

家。

据统计， 近年来， 海信电器的消费者

过程满意率、 结果满意率这两个体现

服务工作水准的关键指标分别达到

99.7％

、

99.82％

， 远远高于行业内平均

水平。 （崔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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