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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环药业再次启动收购扬州制药

公司通过向控股股东增发，规避了此前的收购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邓亮

日前， 停牌

50

天之久的联环

药业 （

600513

） 公布了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购

买公司控股股东联环药业集团所持

有扬州制药的

100%

股权。 这次也

是联环药业第二次启动对扬州制药

的收购。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 扬州制药全部股东

权益评估值为

4868.31

万元， 拟购

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868.31

万

元。 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和发

行价格， 联环药业共向联环集团

发行股份

460.14

万股， 每股价格

10.58

元。 此次交易完成后， 联环

药业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均未

发生变更。

资料显示， 早在

2011

年

12

月， 联环集团就欲将旗下扬州制药

转让给上市公司联环药业经营。 当

时拟定的转让方式是， 联环药业按

扬州制药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采用

协议转让的方式出资购买扬州制药

100%

股权。 但这次收购由于江苏

省国资委下发的 《关于企业国有产

权协议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

而暂时搁浅。

江苏国资委要求， 国有产权以

协议方式转让， 除特殊行业外， 须

在国资绝对控股的企业之间进行，

联环药业的收购暂时搁浅。 联环药

业董秘潘和平表示， 省国资委的

23

号文件规定转让的双方必须是国有

全资子公司， 但是上市公司是国有

相对控股企业， 扬州制药是国有全

资子公司， 不符合协议转让规定。

而这次收购是通过向大股东联环集

团定向增发的形式， 规避了之前的

收购障碍。

联环药业表示， 通过资产重组整

合两个企业的资源， 扬州制药所拥有

的与原料药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将

注入联环药业， 避免了潜在的同业竞

争。 与此同时， 企业也借助资本市

场， 通过积极的资本运作， 实现优质

资产的整体上市， 打造强大的资本市

场平台， 为企业整体战略的实施提供

资本支持。

公告显示， 扬州制药主要从事氢

化可的松、 醋酸氢化可的松、 左炔诺

孕酮、 蚓激酶、 地塞米松磷酸钠等原

料药的生产销售。 联环药业集团承

诺， 扬州药业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25.06

万元、

661.69

万元； 若标的资产届时

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标准， 差额部分由

集团以现金向上市公司补足。

另外， 关于之前媒体纷纷猜测，

联环药业集团今年

5

月引入永泰投

资， 而永泰投资旗下的小营制药今后

两三年内可能注入上市公司。 对此，

潘和平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暂无可

能。 虽然目前永泰投资已经拥有了

44.2%

联环集团的股权， 但扬州国资

委仍为实际控制人。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披露逆势增长诀窍

2014

年以后，万达每年将以不少于

20

个广场、

15

个酒店的速度扩张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在全国消费市场增速放缓、 甚

至出现下滑的趋势下， 万达广场依

然保持兴旺的态势。 对此， 万达

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昨日在 “

2012

万达商业年会高端论坛” 上表示，

万达广场兴旺的原因主要包括选

址、 定位、 设计、 业态和管理等五

个技术层面， 而商业管理是万达的

核心竞争力。

王健林强调， 最近两年万达开

店提速了， 到年底， 大约有

70

个

万达广场已经开业， 在建的有接近

50

个， 分布在全国二十七八个城

市。

2014

年以后， 万达每年将以

不少于

20

个广场、

15

个酒店的速

度扩张。

王健林指出， 今年以来中国消

费市场普遍遇到了一些问题， 例

如， 客流量增长的同时增速在下

降； 客单价在下降， 意味着消费者

的消费能力或消费意愿在下降； 很

多连锁企业大幅度调整自己的开店

计划。

“在今年经济形势整体下滑

的情况下， 万达广场的客流和销

售收入仍在增长， 尽管增长幅度

不如以前， 但还没有出现关店现

象。” 王健林在论坛上介绍了其中的

五个原因。

他指出， 首先要在选址上遵循三

个原则， 即交通便利、 半径五公里范

围有

30

万人常住人口、 周边相同半

径两三公里没有相同业态； 其次， 市

场定位要准确， 万达广场客户群是

15

至

35

岁年龄段的年轻时尚人士，

这种大众消费才有人气， 也便于快速

复制， 同时也留下了足够的提升空

间； 第三是设计， 这是购物中心能否

兴旺的关键因素， 甚至比定位更重

要； 第四是要重视业态， 万达广场更

多地选择非零售业态， 强调体验式消

费， 餐饮比重大， 并对商家进行分

级； 第五是管理， 管理重于建设、 重

于投资， 商业管理是万达的核心竞争

力， 在对商家进行扶持的同时， 重视

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

据了解， 在本届年会上， 万达集

团首次将已开业及计划开业的百余座

万达广场集中展示， 除已开业的

60

余个万达广场外， 还包括

2013

年、

2014

年计划开业的

40

余个万达广

场， 商家可现场洽谈签约。 当天超过

6000

个商家出席洽谈会，

60%

以上签

订入驻意向书。

光明乳业就“质量门”提出六项整改措施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光明乳业 （

600597

） 今日发布

公告， 就公司连续发生的多起产品

质量事件向全国消费者道歉； 同时

表示公司已成立质量安全监督小组，

正实施包括完善组织保障、 排查管

理流程、 建立问责制、 完善产品监

查体系、 加强冷链配送管理、 强化

全员责任意识等六项整改措施。

据了解，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

题， 光明乳业确定了一系列具体的

落实措施。 首先排查隐患， 各单位

从原料、 生产过程、 运输、 配送、

销售终端、 售后服务等全过程进行

食品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 保证产

品出厂、 运输、 配送、 销售等环节

的食品安全； 其次， 针对送奶上门

渠道、 新鲜牛奶供应渠道具有时间

长， 环节多， 冷链要求严格、 产品

保质期短等特点， 公司对保鲜产品

运输车辆、 冷库进行全面系统的彻

查。 按照最严质量安全管理标准，

建立日常运营长效管理机制； 再

次，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食品法

规， 自查产品配方、 标签、 标识，

同时建立他查、 督查体系， 保障食

品安全。

行业分析师认为， 虽然近期的

产品质量事件短期会对公司产生一

定负面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 这将

督促公司在食品安全控制各环节上

严格把关， 进一步提高与完善企业

上下的安全责任意识。 在国内乳品

市场对进口品牌日渐依赖的环境

下， 对于拥有较强自我完善、 自我

规范能力的光明乳业而言， 公司未

来的发展值得期待。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对多家商超

进行实地采访， 感受到了消费者对

光明乳业的感情和信赖， 但同时也

感受到消费者对公司发生质量事件

的遗憾。 一位光明乳业消费者向记

者表示， 自己多年来喝光明牛奶，

希望公司能吸取教训， 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放心的、 优质的产品。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

中国粮食产量有望实现九个连续丰收年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在昨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届

农业投融资洽谈会上， 农业部政策

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表示， 到目前为

止，

2012

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形势大体上已尘埃落定， 今年我

国粮食有望实现九连增。 在今年夏

粮和早稻增产了

82

亿吨的基础之

上， 秋粮可能再次获得丰收； 上半

年农民现金收入继续高增长， 增幅

仍高于城市居民。

不过， 张红宇认为， 在全球金

融危机的背景下， 目前中国农业正

面临巨大挑战， 这主要表现在两大

方面： 一是农产品的供给虽然保持

继续增长的势头， 但是与不断增长

的需求相比， 农产品供给的总量需

求， 即总量平衡压力越来越大； 二

是尽管今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增

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幅， 但今

年面临着不确定的态势。

据张红宇介绍， 从价格走势

来看， 去年与前年相对于上一年

农产品的价格， 特别是三种主粮

的价格都增长

10%~15%

， 今年全

球以玉米、 小麦为代表的价格也在

不断地攀升。 但在国内， 虽然小麦

或者是早稻价格与去年相比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 ， 但增速比去年和

前年有所回落 。 而在生猪价格方

面 ， 去年上半年涨幅较大， 但从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生猪价

格持续下跌， 散养户出现了亏损的

现象。 也就是说， 今年上半年无论

是粮食价格还是主要畜产品价格，

尽管大都保持增长的态势， 但是与

去年和前年相比， 增速在下滑， 这

对从事种养业的大户或企业都是一

个大问题。

张红宇强调， 入世以后中国农

产品贸易开始出现逆差， 且对外农

产品进出口的逆差越来越大。 去年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

1557

亿元，

其中进口额

949

亿元， 出口额

608

亿元， 逆差

341

亿元。 但今年上半

年这个态势更加严峻， 特别令人担

忧的是上半年玉米、 小麦、 水稻都

出现了净进口的态势， 其中水稻进

口达到

199

万吨， 三种谷物的进口

量已经超过了

600

万吨， 这个势头

非常值得关注。

云南锗业

3500

万购一锗矿

为增加锗资源储备， 云南锗业 （

002428

）

日前以

3500

万元收购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

旺昌军煤矿的采矿权和全部矿山资产。

公告显示， 该采矿权标的约有锗煤矿石量

17.68

万 吨 ， 锗 金 属 量

43.33

吨 ， 品 位

0.025%

，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超募资金部分。

云南锗业表示， 此次收购有利于增加公司

的资源优势以及扩大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为

公司今后精、 深加工项目提供了资源保障， 对

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符

合公司股东利益。

此外， 云南锗业还表示， 以

1346.61

万元

将公司位于临沧市一块地皮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给控股股东。

（张梦桃）

比亚迪副总裁杨龙忠辞职

比亚迪 （

002594

） 公布， 副总裁杨龙忠因

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及其个人原因辞去相关职

务。 比亚迪称， 杨龙忠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其他职务， 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

身为比亚迪三大创始人之一的杨龙忠亦是

公司董事长王传福的同学， 深交所披露的数据

显示， 杨龙忠于今年

8

月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在

深交所出售

843

万股比亚迪

A

股， 套现金额

过亿元。

继去年汽车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夏治冰离

职， 此次杨龙忠的辞职更显示了在业绩惨淡下

比亚迪管理层的动荡。

（张梦桃）

宋城股份拟开发

九寨千古情旅游文化项目

宋城股份 （

300144

） 今日公告， 公司昨

日与九寨沟县人民政府、 四川九寨中旅大酒

店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九寨千古情旅游文化

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

公告显示，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9

亿

元。 项目建设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规格开发、

高品位建设的原则， 将项目打造成为集休闲

度假、 商务旅游、 特色街区、 娱乐美食、 文

化演艺等为一体的旅游文化品牌。

（李欣）

北新建材

淮南石膏板生产线试产

昨日， 北新建材

(000786)

在安徽淮南投

资建设的年产

5000

万平方米的纸面石膏板生

产线完成建设任务点火试产。

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表示， 这条国内规模

最大、 技术最先进、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石膏

板生产线， 石膏板生产成型速度达

100

米

/

分

钟以上。 生产线投产后， 北新建材在全国拥有

石膏板生产线达

54

条， 产能达到

16.5

亿平方

米， 跃居全球最大的石膏板产业集团。 加上正

在建设的

4

条生产线和拟开工的

2

条生产线，

公司将提前完成全国

20

亿平方米的石膏板产

业布局。

据介绍， 此次试产的淮南

5000

万平方

米石膏板生产线

100%

采用电厂废弃物脱硫

石膏为原料， 今后每年可消纳淮南辖区内火

电企业的脱硫石膏

50

万吨， 利废环保， 实

现减排。

此外， 北新建材还对原有的石膏板生产

线不断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提高脱硫石膏在

原材料中的应用比例， 目前在全国各地的纸

面石膏板生产线全部实现了

100%

使用脱硫石

膏为原料。

北新建材方面表示， 未来

5

年公司将石膏

板产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到

30

亿平方米， 发展

成为具有自主品牌、 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石膏板产业集团。

（孟欣）

老凤祥

子公司动迁获补偿

2.4

亿

老凤祥 （

600612

） 今日公告， 为配合推进

嘉定新城的开发建设，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申

嘉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拥有的嘉定区沪宜公路

2768

号土地及厂房将面临动迁。 此次动迁补

偿总费用为

2.4

亿元。

公告称， 申嘉公司与上海市嘉定区土地

储备开发中心签订 《动迁补偿协议书》， 涉及

4

块宗地， 土地总面积

5.89

万平方米 （合约

88.292

亩）， 其中权证土地面积

5.72

万平方

米 （合约

85.862

亩）。

另外， 公告称， 嘉定土地中心还需对申嘉

公司厂房建筑面积

5.1

万平方米实施动迁，

2.4

亿元为一次性包干补偿。

（余胜良）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指出， 商业管理是万达的核心竞争力

IC/

供图

泰和新材芳纶产品亮相

安全生产展览会

近日，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安全生产及职

业 健 康 展 览 会 上 ， 泰 和 新 材

（

002254

） 以 “民族芳纶的骄傲”

为主题， 展示了泰美达间位芳纶和

泰普龙对位芳纶在职业安全与健康

防护领域的应用。 此次展会， 公司

共接待国内外客户

200

余家。

同时， 泰和新材还重点展示了

其在职业安全与健康防护领域的应

用产品， 如消防服、 电弧服、 石油

工装、 特警战训服等， 吸引了很多

对阻燃面料感兴趣的下游客户。

（崔晓莉）

百大集团仓库拆迁

获补偿款

9100

万

百大集团 （

600865

） 公告称，

2012

年

9

月

27

日， 百大集团与杭

州市丁桥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 杭

州市江干区丁桥镇赵家社区居民委

员会签订了 《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

拆迁补偿协议》。 列入拆迁范围的

仓库物业建筑面积总计

3.30

万平

方米， 补偿面积同上， 拆迁补偿金

额总计为

1.12

亿元。

公告显示， 据测算， 在上述拆

迁补偿费全部到位并扣除相关利益

方相应的拆迁补偿金， 公司实际获

得的拆迁补偿款约为

9100

万元。

该笔补偿款将首先用于支付租赁户

拆迁补偿、 资产处置损失及人员安

置费用， 剩余款项将用于公司资产

重置。 （周悦）

海信电器获

中国智能电视杰出贡献奖

近日， 由中国消费电子产品信

息化推进委员会组织召开的 “

2012

年智能家电产品智商评测结果” 发布

会， 海信电器 （

600060

）的

XT880

、

K660

、

K610

三个系列的智能电视新

品全部荣获了七星级最高智商等级

评价。

据了解， 基于在智能技术和市

场上的不断突破， 对推动中国智能

电视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做出的突出

贡献， 海信电器被评为 “中国智能

电视杰出贡献奖”， 是业内唯一获

此殊荣的企业。 （崔晓莉）

东方集团增资民族证券

东方集团 （

600811

） 今日公

告， 拟以自筹资金参与中国民族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

东方集团称， 公司现为民族证

券股东， 持有

2.095

亿股， 占其

15.03%

股份。 根据中国民族证券

增资扩股方案， 增资价格为

1.48

元

/

股， 公司认购总价为

12.0

亿

元。 增资完成后， 公司对民族证券

的持股数增至

10.22

亿股， 持股比

例仍为

15.03%

不变。 （周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