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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股份转型综合信息服务供应商

证券时报记者 卢青

11

月

18

日， 深交所联合山东证

监局、 山东上市公司协会在东港股份

（

002117

）举办了第

122

期“践行中国

梦·走进上市公司”活动。 来自各券商

的

50

多名投资者参观了东港股份的

产品展览室， 与公司高管进行了互动

交流。

2013

年起，东港股份根据互联网

经济发展的趋势， 开始研发和涉足电

子发票、 电子彩票等新型电子票证类

业务，向综合信息服务供应商转型，进

一步增强竞争能力。 东港股份总裁史

建中表示，东港股份自

2007

年上市以

来收入和盈利均保持稳定增长， 营业

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96%

，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

18.84%

。

在交流互动环节， 投资者对公司

的发展战略、 电子发票的应用及将来

的试点推广情况， 电子彩票的项目进

展情况与公司高管进行了交流。

史建中表示， 公司上市伊始以商

业票据印刷为主要业务， 涵盖商业票

据，福利彩票等业务。 公司上市后，积

极开发已有客户的需求， 重点开拓了

智能卡制造、个性化彩印、数据处理和

智能标签等业务，发掘了新的增长点。

上市后收入多元化趋势明显， 公司逐

步实施一站式服务战略。近年来，随着

市场需求的发展，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公司在保持

传统票据业务优势的基础上， 积极开

拓了智能卡制造、

RFID

智能标签、数

据处理、个性化彩印等多个新产品。

投资者对公司的电子发票业务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 公司董秘齐利国表

示，与传统纸质发票相比，电子发票具

有“无纸化、网络化、自动化”的特点。

电子发票信息化的特点， 使它大大降

低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成本， 方便了

终端用户的使用，避免了“假发票”的

风险。 电子发票的应用在国外早有先

例，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印度、智利等

国家，目前都有电子发票的应用。

同时， 我国在电子发票方面也在

积极探索。

2014

年

6

月

27

日，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国

税局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瑞宏网实现正

式对接， 成功接收国内第一张以电子

化方式入账的电子发票。 这一突破有

效解决了电子发票入账的难题， 为电

子发票的全面推广扫清了最大障碍。

东港股份表示， 公司下属的瑞宏

网， 是北京国税局授权的电子发票查

验平台，现阶段提供电子发票查验，普

通发票查询，电子发票归集统计，企业

用户电子发票开具资格预申请， 电子

发票客户端下载等服务。“公司力争在

短期内成为国内领先的票据电子化综

合服务平台， 携手财税金融专业服务

机构，为社会各界提供全方位、系统性

的票据电子化服务。 ” 齐利国说。

除了电子发票业务， 东港股份还

试水电子彩票业务。目前，公司旗下的

东港彩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正

在试运行电话（含手机）投注、手机客

户端投注、微信投注、网站投注、自助

终端销售等多种投注业务。 待相关技

术方案和政策依据成熟后， 就可以向

市场进行推广。

徐翔母亲郑素贞12亿入主大恒科技

易主后的大恒科技仍将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 翁健

停牌一个月的大恒科技

(600288)

即将易主， 而新东家的背后正是知名

私募泽熙投资。公司今日公告，泽熙投

资总经理徐翔的母亲郑素贞将受让大

恒科技原大股东所持股权， 成为新的

实际控制人。值得注意的是，易主后的

大恒科技仍将继续停牌， 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

具体而言， 控股股东中国新纪元

与郑素贞于日前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

书》，中国新纪元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29

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

29.52%

） 转让给郑素贞。

转让价格为每股

9.32

元，转让价款为

12.02

亿元。 停牌前，大恒科技的股价

收于每股

10.3

元。

此次转让完成后， 中国新纪元尚

持大恒科技

5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1.14%

。 郑素贞持有公司股份

1.29

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52%

，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并取代周骐成为新的实

际控制人。

今日公告显示，此次受让股权的郑

素贞， 住所在浙江宁波市江东区贺丞

路。而徐翔的身份证登记地址也在宁波

市江东区贺丞路。 另外，根据上海市工

商局资料，郑素贞曾经是泽熙投资最早

的法定代表人，而泽熙投资目前的法定

代表人是徐翔。 由此可以判断，入主大

恒科技的新东家正是徐翔的母亲。

此前， 郑素贞的名字已经多次出

现在

A

股市场。 今年

3

月份，南洋科

技计划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

式，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而

公司

9

月份披露的定增项目实施情况

报告书显示， 此次募集配套融资总额

为

1.3

亿元， 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

名自然人投资者郑素贞。另外，郑素贞

还与徐翔一起以持有

550

万股的股

份，出现在已退市的

*ST

长油的前十

大股东名单中。

其实， 中国新纪元让出大股东的

宝座早有预兆。 从

2013

年

6

月份开

始， 中国新纪元便开始陆续减持大恒

科技。 截至今年

9

月

10

日，中国新纪

元共减持大恒科技

3.85%

的股权。 当

时，中国新纪元并没有披露减持原因。

而大股东变更， 或许仅仅是大恒

科技改头换面的开始。

11

月

7

日，大

恒科技称， 因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

商，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将导致

实际控制人变更并可能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公司股票

将于

11

月

7

日起停牌。而郑素贞此次

入主大恒科技， 将为公司重组带来更

大的想象空间。

资料显示，大恒科技的主营业务

为光机电一体化产品以及

IT

业软硬

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而公司近

两年的业绩并不理想，

2013

年实现

净 利 润

3708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45.42%

， 今年前三季度也仅实现净

利润

952.05

万元。大恒科技称业绩下

滑的原因， 主要是大幅压缩苹果产品

代理业务， 加上旗下子公司亏损幅度

扩大所致。

高德红外再获3600万政府补贴

� � � �继今年

9

月获政府专项补贴资金

1410

万元之后，高德红外（

002414

）再

获政府专项补贴资金

3600

万元，其中

本年度计划到账金额为

1707

万元，占

公司

2013

年净利润的

27.75%

， 该款

项已于近日到账。

据披露， 高德红外近日收到湖北

省财政厅、省经信委下达的相关通知，

公司 “碲镉汞材料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实施方案” 被列入国家工业转型升级

强基工程。该项目总投资

1.8

亿元，中

央财政将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规

模的

20%

给予资金支持，高德红外获

批专项资金总额为

3600

万元。

高德红外方面表示， 上述项目的

实施是公司在制冷型红外探测器研制

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将进一步强

化公司在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核心的

综合光电领域的战略布局优势。同时，

这也是高德红外首次披露其正在进行

高端制冷探测器项目的研发。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相比公司

前期自主开发的主要用于民用领域的

非制冷型探测器， 制冷型红外探测器

将主要作为高端政府装备类产品核心

基础元器件，可为空军、陆军、海军及

二炮各军种装备实现夜视、 侦查、制

导、对抗等多层次的军事应用。 同时，

制冷型探测器也是现代化精确打击武

器系统的核心元器件之一， 此前该类

探测器的芯片一直都依赖于进口。

（曾灿）

招商地产与招商银行

达成战略合作

� � � �为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招商局旗

下的招商地产（

000024

）和招商银行日

前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授信及融资服务、国际结

算和其它金融服务、 品牌共建及客户

共同开发、产业园区及社区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专业化服务、 金融不动产开

发、 咨询与培训服务等方面展开深入

合作。

据了解，通过此次战略合作，招商

银行将给予招商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

关联企业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等值人

民币的授信和融资支持及多渠道资金

支持；购房者在购买招商地产旗下楼盘

时，如果优先选择招商银行作为按揭银

行， 招商银行还将提供优惠的贷款利

率。 另外，招商银行还将充分发挥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的影响力， 以最佳方案、

最优价格、最高效率为招商地产提供银

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 （水菁）

普洛药业

3至5年完成产业链布局

� � � �普洛药业

(000739)

今日发布公

告， 公司与杨国强、 孙莉共同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拟以

2.25

亿元的价

格， 收购两位自然人持有的浙江普洛

得邦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49%

股权。

公告显示，得邦医药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 持股

51%

的大股东浙江普

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系普洛药业全资

子公司， 标的资产的经营范围包括中

药材、中药饮片等。今年前

10

月，标的

公司亏损

42.42

万元。 截至今年前

10

月， 得邦医药的净资产为

2859.58

万

元，收购增值率为

1575.07%

。

公告显示， 标的公司的渠道优势

和独家代理品种的前景， 是普洛药业

高溢价收购的原因。

据悉， 得邦医药主要涉及医药商

业领域， 目前已与多家药品生产厂家

建立了合作关系， 代理经销注射用氟

氯西林钠、西尼地平片等十余种产品，

该等产品在定价、 招标等各个环节均

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得邦医

药客户比较分散， 现有客户

2500

家，

已与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等大型

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丰富的销售渠

道为得邦医药未来效益的实现提供了

保障。

普洛药业表示，公司将坚持“原料

做强，制剂做大”的发展战略，除延续

产品型并购外， 将逐渐沿着产业链向

下游进行整合， 以提高公司对终端的

控制和自身销售能力。同时，公司基于

对医药产业的深刻理解， 在未来

3

到

5

年内， 将通过外延式的并购及内源

式的增长， 将初步完成在产业链上的

整体布局。 （李小平）

华东重机定增募资8亿 泽熙认购1亿

证券时报记者 马玲玲

华东重机（

002685

）今日公告，拟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7800

万股， 以每股

10.62

元的价格募

资金额不超过

8.28

亿元，其中泽熙增

煦拟出资

1.06

亿元，认购

1000

万股。

华东重机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

为翁耀根、翁霖、泽熙增煦、广发恒定

18

号等

4

名特定投资者，其中发行对

象翁耀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翁

霖为翁耀根的女儿， 广发恒定

18

号

的认购人包含公司部分高管及核心

骨干成员。 翁耀根拟出资

6.37

亿元，

认购

6000

万股；翁霖拟出资

5310

万

元，认购

500

万股；广发恒定

18

号拟

出资

3186

万元，认购

300

万股。 除了

这三位关联投资者外，泽熙增煦也现

身其中， 拟出资

1.06

亿元认购

1000

万股份。

此次交易完成后， 华东重机实际

控制人控股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公司

现实际控制人翁耀根、 孟正华和翁杰

及其一致行动人翁霖将以直接或间接

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1.66

亿股，占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

59.53%

。

对于此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华东

重机表示，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照轻

重缓急顺序投入两个项目， 其中拟投

入

35

万吨

/

年不锈钢加工中心建设项

目

1.24

亿元，其余

7.05

亿元将用于补

充营运资金。

据了解，

35

万吨

/

年不锈钢加工中

心建设项目是华东重机目前的重要项

目， 主要为改变公司盈利完全依赖于

集装箱装卸设备制造业务的局面，逐

步进入港口码头成套设备贸易、 不锈

钢加工服务等业务， 增加公司收入和

利润来源。华东重机称，为实现这一目

标和业务调整， 目前需要大量营运资

金的支持。

华东重机表示， 不锈钢作为公司

新拓展的重要业务， 为确保业务开展

的稳健性以及风险的可控性， 公司计

划首先从不锈钢的采购、开平、剪切等

市场需求量大、 工艺相对基础的业务

入手， 未来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可以逐

渐开展抛光、截板、机械加工、成型等

精密加工服务， 提高公司盈利的多样

化和稳定性。

除这一项目外， 华东重机拟将

7.05

亿元补充四方面的业务， 一是现

有集装箱装卸设备业务产能释放所需

流动资金； 二是不锈钢加工中心的营

运资金需求； 三是开展港口成套设备

贸易业务； 四是对参股公司广西北部

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增资以满足其建

设需求。

路翔股份

康定地震遭受损失20万

� � � �路翔股份（

002192

）今日公告，受

到四川甘孜州康定县

6.3

级地震影

响，子公司融达锂业在当地遭受直接

经济损失为

20

万元， 目前尚无人员

伤亡，重点区域未发现重大安全环保

隐患。

据介绍， 融达锂业的甲基卡矿山

位于康定县塔公乡， 距离震中位置约

50

公里。 目前余震尚未结束，融达锂

业矿山采选工程和尾矿库工程等地质

环境复杂，且尚未开始生产，待震后鉴

定完毕后公布。

据了解， 融达锂业拥有亚洲第一

大的甲基卡锂辉石矿区。 路翔股份于

2013

年

1

月完成对融达锂业剩余

49%

股权收购， 被视为路翔股份由沥

青主业向新能源行业转型的重要战略

部署。但截至三季报，由于征地问题尚

在协调中，融达锂业尚未复产，目前已

启动复产基础性建设和修复工作，进

行矿山道路修建和设备检修工作。

（阮润生）

马玲玲/制表 王渌/制图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

用友软件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天治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2008年9月16日始，对旗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

行估值（详见本公司2008年9月16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4年11月24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用友软件（股票

代码：600588）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hinanatur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98-4800、021-60374800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5日

金正大非公开发行募资20.6亿元

增发股份受机构热捧

A股上市公司金正大（002470）于11月21日发布了非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意味着公司持续多月的非公开增发项目已

经完成发行工作。依据公告，金正大本次增发以25.30� 元/股的

价格非公开增发81,422,924� 股，募集资金20.6亿元，募集资金将

全部投入贵州项目、农化服务中心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告显示，金正大本次增发的发行对象包括财通基金、国泓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山西证券、安徽省投资集团等

重量级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机构的入主，预计将进一步完善金

正大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金正大本次增发的股票受机构热捧，由于投

资者报价踊跃， 公司此次增发价格也相对较高，25.30元的发行

价格相当于本次发行底价17.61元/股的143.67%；相当于发行询

价截止日（2014� 年10月31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25.60元/股

的98.83%；相当于发行询价截止日（2014年10月31日）前一日收

盘价26.80元/股的94.40%。

(于德强）（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