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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股份与东风零部件

建合资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富奥股份

(000030)12

月

13

日晚公告，公

司与东风零部件经过充分友好协商， 达成合

作意向并签署了《建立合资公司意向书》。 此

举系为拓展区域市场， 充分发挥富奥股份的

技术优势和东风零部件的市场优势。

按照协议， 富奥股份将为合资公司提供

产品开发、制造工艺、试制试验等全方面的技

术支持。 双方将有偿向合资公司许可使用富

奥股份商标和东风商标。 在合资公司满足

QCDD

（质量、成本、交付、技术）的前提下，东

风零部件将为合资公司争取在东风集团及其

关联公司的优先配套机会。

据了解， 东风零部件是由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持股

99.9%

， 深圳市东风南方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0.1%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汽

车零部件、粉末冶金产品的研发、采购、制造、

销售等。富奥股份是一汽集团旗下企业，一汽

集团持有富奥股份的股份比例为

24.41%

。本

次双方拟建立合资公司， 被视为是一汽集团

和东风汽车合作的继续深入。

实际上，一汽集团与东风汽车颇有渊源。

东风汽车公司之所以叫二汽， 是因为在建厂

之初主要骨干人员均是从一汽抽调， 所以本

就有血脉相连。 自从

2015

年以来，一汽集团

与东风汽车方面更是频频展开互动。

2015

年

5

月，东风汽车董事长徐平出任

一汽集团董事长，而原吉林省委副书记、昔日

有着“一汽少帅”之称的竺延风则前往东风汽

车担任董事长。今年

4

月，原一汽集团副总经

理安铁成履新东风汽车， 任东风汽车副总经

理、党委常委。

需要指出的是， 在本次富奥股份宣布拟

与东风零部件建立合资公司之前，今年

2

月，

东风汽车还与一汽集团签署共建前瞻共性技

术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按照约定，前瞻共

性技术创新中心，基于双方发展需要，未来将

集中在五个领域展开合作， 包括构建前瞻共

性技术平台、共享基础和先行技术研究成果；

发展智能网联技术、 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及

轻量化技术；培养汽车技术创新人才，推进汽

车科技创新与先进成果转化； 投资高投资强

度的试验验证设施设备； 培育双方共同的战

略供应商。

竺延风彼时曾表示， 今后双方要深入沟

通交流，打开思路，推进选址工作，创新体制

机制，广纳人才并激发人才活力，同时要固化

东风汽车公司与一汽的互访机制， 使双方的

合作不断有新的成果。

从竺延风之前讲话， 再到本次富奥股份

宣布拟与东风零部件建立合资公司， 意味着

一汽集团和东风汽车的合作已有新的成果。

除了一汽集团和东风汽车之外， 同为汽

车行业“国家队”的长安汽车也加入到合作的

阵营当中。今年

12

月

1

日，一汽集团、东风汽

车公司、长安汽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

据协议，三方将在前瞻共性技术创新、汽车全

价值链运营、联合出海“走出去”、新商业模式

等四大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

这标志着中

国汽车行业的“国家队”开始全面合作，共同

致力于推动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和中国汽车品

牌综合实力提升。

德威新材被二度举牌

举牌人曾涉舒泰神内幕交易案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德威新材

(300325)12

月

13

日

晚间公告， 公司被苏州香塘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香塘”）、拉

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香塘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顾振其二次举牌， 持股比例已达

10%

。

作为举牌方， 苏州香塘及顾振

其其实在今年

11

月初就亮出了“底

牌”。德威新材

11

月

3

日晚间公告，

苏州香塘及顾振其计划于

6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增持德

威新材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

2.5

亿元， 且合计拟增持数量不超公司

总股本的

5%

。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注意

到，作为举牌方的顾振其，目前还

持有舒泰神

(300204)

、 昭衍新药

(603127)

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而

他还同时还担任着舒泰神的董事

职位。 不仅如此， 顾振其还曾在

2013

年因涉及舒泰神内幕交易案

被证监会处罚。

未来将继续增持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增持之前，

苏州香塘曾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德威

新材股份

2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97%

。

苏州香塘所减持的接盘方却是

苏州香塘董事长顾振其，此次“减持”

更似一次“左手倒右手”，苏州香塘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德威新材股份

数量不变 ， 仍为公司总股本的

7.88%

。

其中，苏州香塘持股

3.44%

，香

塘投资持股

2.47%

，顾振其通过“合

顺

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间接持

有

1.97%

。

由于德威新材在

2017

年

7

月

回购注销了公司

640

万股限制性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9%

，因此

苏州香塘、 香塘投资和顾振其的持

股比例被动提升至

3.46%

、

2.49%

、

1.98%

。

按照最新披露的股权变动情

况显示， 苏州香塘和香塘投资的

持股数量均保持不变， 而顾振其

本人除了通过“合顺

20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

1.98%

股

份之外，还通过“云锦优选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

2.07%

的

股份。

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苏州香塘方面表示，本次增持

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不排除在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

份的可能。 而由苏州香塘此前不

低于

2.5

亿元的增持计划测算，其

未来对德威新材仍有进一步增持

的空间。

对于德威新材控股股东德威投

资而言， 苏州香塘方面的举牌似乎

暂时不会对公司控股权构成威胁，

因为德威投资目前在公司的持股比

例尚高达

38.48%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还透

露， 苏州香塘及顾振其方面还在

A

股市场有不少投资。其中，苏州香塘

的控股股东香塘集团持有舒泰神

19.28%

的股份，而香塘集团的孙公

司香塘同轩持有舒泰神

4.68%

的股

份，两者合计持股

23.96%

，是舒泰

神股东中仅次于熠昭投资的第二大

股东。

另一方面， 顾振其持有今年

8

月刚上市的昭衍新药

0.86%

的股

份， 顾振其之子顾晓磊持有昭衍新

药

8.8%

的股份，苏州香塘全资子公

司香塘投资持有昭衍新药

2.35%

的

股份，三者合计持股

12.01%

。

举牌方曾涉

舒泰神内幕交易案

作为本次举牌德威新材的主

要实施者，苏州香塘的董事长顾振

其目前还担任舒泰神的董事一职。

顾振其个人履历显示，

1963

年

11

月出生， 大专学历。

1995

年至

2015

年

07

月

,

任香塘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2

年至今任香塘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2002

年至

2009

年

4

月任舒泰神

(

北京

)

药业有限公司董

事；

2009

年起任舒泰神董事。而作为顾

振其之子的顾晓磊， 不仅持有昭衍新

药

8.8%

的股份， 还担任昭衍新药的董

事一职。

e

公司查阅历史信息时发现，顾振

其曾经在

2013

年因涉及舒泰神内幕

交易案被证监会处罚。

2013

年

1

月

4

日，证监会下发行

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顾振其泄露内幕

信息及穆彩球（顾振其妻子）内幕交易

“舒泰神”股票。

案件细节显示，

2012

年

1

月

5

日

17

时， 舒泰神

2011

年年度业绩预告形

成，舒泰神董事长、总经理周某某在当

天晚上将舒泰神

2011

年年度业绩预告

情况告知顾振其。 顾振其、穆彩球承认，

顾振其于

2012

年

1

月

5

日晚上将舒泰

神

2011

年业绩预告内容告诉穆彩球。

2012

年

1

月

6

日

13

时

40

分至

13

时

52

分，穆彩球买入“舒泰神”股票

4300

股。 根据以上事实，证监会认定，

顾振其泄露内幕信息及穆彩球内幕交

易“舒泰神”股票，构成违法行为。证监

会决定，对顾振其、穆彩球处以共计

3

万元的罚款。

蓝思科技完成可转债发行 大股东称将考虑增持可转债

证券时报记者 刑云

于

12

月

8

日开启申购的蓝思科

技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蓝思

转债”或“可转债”）一波三折。公司大

股东希望全额认购有限配置债券，但

最终因故希望没能实现，引发部分投

资者不满。

12

月

13

日， 蓝思科技在互动

平台上就投资者提出可转债认购的

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公司实际控制

人将考虑以其他方式在二级市场增

持公司可转债， 未来若有相关进展

将以公告形式予以披露。

当日晚间， 蓝思科技

(300433)

发布公告，宣告完成自

12

月

8

日路

演开启申购的

48

亿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发行认购工作。

此次发行出现

6.07

亿元弃购，

由主承销商包销。 对此，蓝思科技

董秘彭孟武表示在预料之中，也能

够理解。

他说，一方面，公司控股股东资

金因为不可控因素无法全额认购优

先配售债券， 客观上造成了网上发

行份额增高，中签率提升，部分投资

者误解为大股东对于债券前景不乐

观；另一方面，近期证券整体市场行

情不太好，股价回调，参与可转债券

申购的短期赚钱效应消失， 也使得

部分投资者热情不高。

公开资料显示， 蓝思科技 （香

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蓝

思”）和长沙群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群欣公司”）分别是蓝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和第二

大股东，其中香港蓝思持有“蓝思科

技” 股份数量为

19.68

亿股， 根据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规

定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比例， 香港蓝

思拥有 “蓝思转债” 优先配售权为

3608.28

万张，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

75.17%

；群欣公司持有“蓝思

科技”股份数量为

1.92

亿股，拥有

“蓝思转债” 优先配售权为

352.08

万张， 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7.33%

。其中，群欣公司已于

12

月

8

日（

T

日）全额行使了优先配售权且

参与了“蓝思转债”的自主申购。

其中，群欣公司已于

12

月

8

日

（

T

日）全额行使了优先配售权且参

与了“蓝思转债”的自主申购。

公司称， 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

及相关政策， 香港蓝思作为香港的

境外法人， 对境外身份的控股股东

行使可转债优先配售权没有明确的

配套法律支持， 并且香港蓝思所涉

及的认购金额巨大， 虽然通过多方

努力争取， 相关部门也一直表示尽

可能支持， 但最终未能及时取得有

关批文， 香港蓝思只能放弃蓝思科

技本次可转债优先配售权。

本次蓝思科技发行“可转债”所

募集资金将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外观

防护玻璃建设项目和视窗防护玻璃

建设项目。 两项目达产后将分别形

成

1.5

亿片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

玻璃生产能 力以及

7000

万片

2.5D

、

3D

视窗防护玻璃产品生产能

力， 以满足消费电子市场对视窗防

护玻璃的新需求。

公司称，“蓝思转债” 发行完成

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

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蓝思科技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据悉，蓝思科技其他重要股

东和高管均参与了配售申购， 对蓝思

科技的未来发展和 “蓝思转债”的预

期收益回报充满信心。

小康股份：新能源产业布局再下一城，政府助力智能汽车转型

12月11日，中汽协发布11月中国汽

车工业销售数据，1－11月，新能源汽车

完成销售60.9万辆， 同比增长51.4％，11

月，新能源汽车完成销售 11.9万辆，同

比增长83％。中金公司认为，预计12月

新能源车销量将继续环比增长，2017全

年新能源车销量超过70万辆，同比增速

超过38%。

今年以来在全球燃油车停售时间

表陆续出台、 国内小汽车购置税优惠

政策末班效应、 各地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启用的推动下， 新能源汽车销售

保持良好增长。 未来两年在双积分政

策的推动下， 我国新能源车将呈现爆

发式增长。

小康新能源汽车

对标特斯拉

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拥有一台媲

美甚至超越特斯拉品质，价格又相当于

特斯拉在美国售价的新能源汽车。据了

解，小康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正是对标美

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定位于中高端市

场，在百公里加速及续航里程上甚至优

于特斯拉同级别车型，拥有奥迪同级别

车型的整车品质，不高于特斯拉同等配

置的美国售价。

如此明确的产品定位并非说说而

已，据了解，预计2018年一季度，小康新

能源汽车品牌、 三电系统将全新发布，

2018年三季度，规划的样车也将闪亮登

场， 预计2019年一季度就能够实现量

产，这意味着，消费者最快在2019年一

季度就能在小康的交付中心试驾爱车，

体会一把驾驶乐趣。

产业基金进驻，打造高性能

汽车动力电池基地

新能源车企很多， 包括传统车企、

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甚至互联网

公司， 大家都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领

域，想抓住行业风口，实现我国新能源

汽车的弯道超车。小康凭借何种优势在

市场中脱颖而出呢？

“上市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在新能

源领域，小康股份确实规划明确，布局

快速准确，目前公司新能源板块整体框

架搭建基本完全，我们很看好小康的未

来。” 市场资深投资人士表示。

整体来看，目前，小康已在中美两

国形成完整的研产销一体化平台，在

新能源三电技术、 智能化制造2025数

字化工厂建设、 人才团队建设上具有

明显优势。

在人才引进上， 小康收购 InEVit

后，InEVit的创始人、 特斯拉创始人兼

首任CEO马丁·艾伯哈德，InEVit的共

同创始人、 汽车产品机电一体化专家

Heiner� Fees，以及 InEVit的CEO、美国

硅谷资深投资专家Mike� Miskovsky，全

职加入SF� MOTORS， 并担任重要职

位。此外，唐一帆等业内电动车技术领

军人物也加入小康， 唐一帆曾参与特

斯拉Roadster和Model� S电动车三电系

统设计，是特斯拉Model� X� AWD原型

车三电系统的设计者之一， 并曾在美

国加州硅谷的另一家电动车创新公司

Atieva任职，在Lucid� Air车型上实现了

技术的创新和迭代， 进一步提升了该

车的百公里加速度、 最高车速等性能

指标。

在新能源汽车研发方面，公司在美

国加州硅谷设立美国总部和研发中心，

在美国密西根设立研发中心密西根分

部。据行业资深专家介绍，目前小康的

三电技术在中美德日四国研发，已经在

交流高速电机技术、 圆柱形电芯技术、

电池两端冷却技术等方面实现迭代突

破，再加上公司在智能化、轻量化、自动

化驾驶和网联方面的研究突破，未来公

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突破500

公里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工厂建设方面，小康在美国以收

购的AMG民用工厂为载体， 进行新能

源汽车的生产，该工厂具备悍马、奔驰

生产线及丰富的管理和团队经验。在国

内市场，公司以重庆金康制造工厂为载

体， 通过与德国杜尔、AFT、 西门子合

作， 建立与宝马同级别的数字化工厂，

为新能源汽车的制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工厂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预

计2018年三季度能够建设完工，该工厂

除了传统的冲压、车身、涂装及总装车

间外， 还规划了电池PACK车间及充电

检测车间。

11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与君

岳共享、 共享工投三方共同投资设立

拟30亿元的产业基金， 小康股份及共

享工投分别认购15%(4.5亿元) 劣后级

份额，对外募集剩余21亿元(70%)作为

优先级份额。翻阅公开资料可知，共享

工投为重庆市沙坪坝国有资产管理中

心100%控股子公司， 资金雄厚的国资

入局， 也是对小康未来规划的充分肯

定。 产业基金拟在重庆市大学城科技

产业园投资新建高性能汽车动力电池

项目，项目总投资为20.26亿元，建成投

产后将实现年产5.2GWh高性能汽车

动力电池。

高性能汽车动力电池项目的投建

意味着，一方面，公司规划电池PACK厂

的战略开始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公司

未采取与国内电池厂商捆绑合作的方

式，而是采用自建动力电池的方式来配

套自身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此外，公司

参与共同发起设立三电项目产业投资

基金，定位国际化高端电动汽车三电系

统提供商，进一步提升公司新能源汽车

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促

进公司长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此次公司还与中新融创共同

投资设立20亿元产业基金，小康股份认

购25%(5亿元)份额，中新融创或其指定

主体负责募集剩余份额。产业资本的进

入将缓解公司发展新能源产业带来的

资金压力，并与公司发展形成良好的协

同效应，带动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飞速

发展。

政府助力智能汽车，稳定

现金流支持新能源发展

作为传统车企向新能源车企转型

的标杆企业，小康股份在不断完善新能

源领域布局的同时，保持原有传统汽车

快速增长。

在传统汽车领域， 公司以乘用车

（包括SUV、MPV和交叉型乘用车）和

商用车为主，1-11月，公司累计产销量

分别为371,389辆及366,585辆， 其中

SUV产销占比分别为47.14%和45.99%，

风光580上市即热销， 截至2017年11月

底，风光580自上市以来已连续16个月

月销破万， 并屡次刷新东风风光月度

销售记录，表现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未来，小康将继续专注发展SUV车型，

主打智能网联系统， 并计划2018年、

2019年每年推出两款热点车型， 未来

随着新车闪耀登场， 小康将成为在传

统汽车领域中国品牌车企销量逆势上

扬的典范之一。

11日晚间，小康发布公告称，政府

通过补偿或者给与专项资金的形式用

于东风小康沙坪坝分公司井口生产基

地及十堰生产基地的迁建，分别形成年

产能10万辆及20万辆汽车整车，这意味

着公司可以在政府部门帮助下，用较少

的资金投入成本，对传统燃油车生产线

进行改造升级。

新基地的建成，一方面将夯实公司

的制造基础，大幅提升公司在传统汽车

领域的产品竞争优势，相信对于未来传

统燃油车，特别是SUV车型的产品质量

提升及销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个

方面，燃油车升级及热销将产生较大经

济效益， 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

持，有利于公司快速从传统汽企向新能

源车企转型发展，为将小康打造为国际

领先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实现全球领先

的电动技术+超级产品+智能制造打下

坚实的基础。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