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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金融变更重组标的继续停牌
欲收购新三板公司及拟上市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童璐
IPO 收紧， 又见拟上市公司寻求
被并购。 新力金融(600318)发布公告，
拟更换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新的收购
标的包括新三板公司手付通(833375)
和去年披露 IPO 招股说明书的新宇
合创。 公司拟向上交所申请自 7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 个月。

新力金融变更重组标的
7 月 11 日，新力金融公告，更换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为收购新三板公司
手付通 100%股份及北京新宇合创不
金融+科
低于 63.08%的股份， 推进 “
技”深度融合。
新力金融原计划收购唐骏旗下微
创网络，但公司表示，由于“
无法就相
关条款达成一致”， 经过友好协商，双
方决定终止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新力金融
此次拟收购的新三板公司手付通已经
开始上市辅导一年。 公司主要为村镇
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提供互联网银
行云服务， 包括为银行客户提供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金融软件
开发服务。
另一个标的新宇合创主要从事银
行业务应用系统的专业软件服务。 新
宇合创去年 10 月曾披露招股说明书
冲刺创业板 IPO。
“
标的公司和公司主营的类金融业
务密切相关，手付通主要客户是村镇银
行，和我们公司供销社背景的协同效应
更加明显。 ”新力金融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家标的公司和资本市场的联系，也促
使了标的企业在财务和股权等方面合
规性更好，有利于后期整合。

手付通已开始上市辅导
手付通主要从事网络银行 IT 解
决方案，2015 年 8 月在新三板挂牌。手
付通所处的行业范畴为互联网金融云
服务，公司年报显示，截至 2017 年年
末已经为上百家客户提供服务， 其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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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银行云服务客户数超过 200 家。
此次拟被收购前， 手付通实际上
已经处于 IPO 辅导阶段。
2017 年 6 月 30 日， 手付通公告
正式启动国内上市工作， 与中邮证券
签订了辅导协议。
2017 年 7 月 27 日， 手付通公告
已向深圳证监局报送上市辅导备案材
料，正在接受中邮证券的辅导，辅导期
从 2017 年 7 月 5 日开始计算。
根据深圳证监局公布的信息，中
邮证券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
2018 年 1 月 25 日出具了对手付通的
第一期、第二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6 月 4 日， 深圳证监局公布了手
付通第三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公司
也未发布终止辅导公告， 意味着手付
通依然在正常接受上市辅导。
不过，手付通 2016 年、2017 年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78 万元、1828 万元。 从业绩来看想
要冲刺 IPO 还有着不小的难度，被收
购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新力金融此次拟收购手付通

100%的股份，但此次签署框架协议的
仅有手付通第一大股东王剑、 第二大
股东深圳市软银奥津科技有限公司，
二者合计持有手付通 55.47%的股份。
双方约定， 由王剑及软银奥津促使手
付通其他股东， 将合计持有的 100%
股份转让给新力金融。 这意味着收购
还需要其他股东配合。
就在 7 月 6 日， 手付通发布了拟
申请摘牌的公告， 称因公司业务发展
及长期战略发展规划需要， 拟申请摘
牌。 公司同时给出了大致的异议股东
股份回购方案， 即以不低于异议股东
取得该部分股份时的成本价进行回
购， 考虑到公司除权除息对股价的影
响，收购价不高于 12 元/股。

新宇合创IPO转求并购
此外，根据公告，新力金融同时拟
收购唐南军持有的北京新宇合创不低
于 63.08%的股权，唐南军作为新宇合
创控股股东， 同意转让自身所持股权
的同时，承诺促使其他股东转让。

新宇合创是一家银行业务应用系
统的专业软件服务商，主要为国内银行
等金融机构，提供以银行核心业务应用
系统为基础的软件开发和运维服务。此
前好利来 4 月 2 日午间公告称，正在筹
划资产收购事项，拟以发行股份收购新
宇合创 100%股权，交易对方为新宇合
创实际控制人唐南军。唐南军本人持有
新宇合创 63.08%股权， 经双方协商同
意交易标的整体价格约 6 亿元，好利来
拟按照发行股票与现金支付比例 5:1
的方式进行支付。 交易对方承诺 2018
年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 6000 万元，并
自当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 10%的增长。 但在 5 月份，新宇合
创终止了与好利来的重组
去年 10 月，新宇合创在深交所披
露了招股书，拟登陆创业板。数据显示，
2014 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6 月份，
新宇合创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343.43
万元、11066.64 万元、13341.19 万元和
6402.63 万 元 。 同 期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2002.13 万元、4602.28 万元、4096.23 万
元和 1604.16 万元。

刚获10.5亿A轮融资的“小黄狗” 出手
拟三年向两家上市公司采购80亿元设备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初创企业小黄
简称 “
小黄
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狗”）， 日前与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是易
事特(300376)和鸿特科 技 (300176) 各
自签署了 30 亿元和 50 亿元的订单。

详解“80亿订单”
易事特公告显示， 公司日前与小
黄狗就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采购项
目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小黄狗向公
司提供“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的设
计方案，由公司根据该设计方案生产、
制造并向小黄狗销售 “
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设备”，预计三年累计合作订单总
金额约为 30 亿元。
易事特表示，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后，双方结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智能制造领
域的技术优势，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鸿特科技的公告显示， 公司与关
联方小黄狗签署 《
设备采购战略合作
协议书》，采购合作项目为：“
小黄狗垃
圾分类智能回收箱”， 合作期限为三
年， 小黄狗向公司合计采购金额预计
为 50 亿元。
具体来看， 同样是由小黄狗提供
“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 的设计方
案，鸿特科技从事生产和制造，最终向
小黄狗出售“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
产品。
公告介绍， 本次小黄狗拟采购的
设备“
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箱”，将用于
进驻城市居民社区、写字楼、酒店、闹
市区及其他公共区域， 以便捷有偿回
收方式接收市民投放的废纸、塑料、金

属、废旧纺织品、玻璃等废弃物。
同时， 小黄狗将建立智能垃圾分
类回收终端交易平台， 打通线上线下
回收行业生态圈， 打造一套完整的废
品回收生态链， 解决垃圾回收最后一
公里的难题。
鸿特科技称， 与小黄狗签署智能
回收设备销售合同， 符合公司重点加
强在新兴技术行业、 科技智造领域的
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 同时可以
扩大公司的产品类型， 获得持续而有
竞争力的订单，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
营业绩。

“小黄狗” 是谁？
根据鸿特科技公告介绍， 小黄狗
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9 日，注册资本 1
亿元，成立还不到一年。
据悉， 小黄狗是派生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
唐军。 同时由于唐军为鸿特科技控股
股东硕博投资的执行董事， 因此小黄
狗是鸿特科技的关联法人。
小黄狗官方网站介绍， 公司主营
智能垃圾分类收回业务，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
段， 实现对生活垃圾前端返现分类回
收、 中端统一运输、 末端集中处理的
“
智能回收”业务模式。被市场称为“
全
国首家智能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平台”。
数据显示， 目前小黄狗团队有
500 多人， 设备生产代工厂员工 700
多人， 首批智能分类回收设备已经进
驻东莞、广州、重庆、北京、深圳等城
市。 “
未来小黄狗将投资近 400 亿，用
于设备研发、铺设推广、物流回收生态
体系搭建等， 在全国铺设近 100 万台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小黄狗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就在今年 6 月 14 日，小黄狗宣布
获得中植集团的 10.5 亿元 A 轮融资，
投后小黄狗估值 60 亿元，本轮融资将
主要用于设备生产、 技术研发和智能
回收机的铺设投放。
而小黄狗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唐
军出生于 1987 年，却通过连续创业一
手打造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团贷网、多
媒体视频企业光影侠(831138)和小黄
狗等多家创业公司。
据相关报道， 唐军预计， 小黄狗
2019 年的目标是铺设 30 万台设备，
2020 年是 50 万台， 整个五年内的时
间是 100 万台。“
如果我们 100 万台全
部铺设下去，并且运营起来以后，每天
的收入是会超过 1.5 亿， 一年的收入
是会超过 500 亿。 ”
鸿特科技的公告中披露了小黄狗
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小黄狗总资产为 8.26 亿元，净资产为
4.81 亿元， 因小黄狗业务刚完成前期
研发及筹备， 尚处于投放期，2018 年
1-6 月营业 收 入 为 零 元 ， 净 利 润 为
-1913.27 万元。
但鸿特科技表示， 小黄狗智能垃
圾回收机属于新兴及环保行业产品，
符合公司加强制造业科技含量的发展
战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且小黄狗
资产及信用状况良好， 也在计划融资
以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 公司认为小
黄狗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还注意到，
小黄狗与易事特、 鸿特科技三家公司
还有一大共同点，即都与东莞有关。小
黄狗与易事特的注册地都在东莞，而
鸿特科技的办公地址也在东莞。

酒鬼酒加入白酒涨价潮
酒业公司中报业绩频预增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继国窖 1573、迎驾、洋河、剑南春
近期相继提价后， 近日部分区域已收
到酒鬼 酒 的 提 价 通 知 。 通 知 称 ， 自
2018年 7 月 15 日起，52 度高度柔和
红坛和紫坛酒鬼酒分别提价 22 元、20
元，且只提出厂价，终端价不变。
日前，伊力特(600197)对伊力特产
品经销商、合作单位下发了《
关于白酒
产品调价的通知》。 公司决定自 7 月 6
日起，全面提高伊力特在售产品的出厂
价格。 具体提价幅度为， 特级甲等，每
500ml 提价 10 元；特级酒，每 500ml 提
价 4 元；优级甲等，每 500ml 提价 3 元；
优级酒，每 500ml 提价 2 元。
白酒企业的“
涨价潮”从年初便已
渐露端倪。今年 1 月，茅台上调了终端
销售价格上限， 飞天茅台的终端限价
由 1299 元/瓶上涨到 1499 元；五粮液
紧随其后， 公告宣布上调终端零售指
导价，52 度五粮 液 从 969 元 上 调 至
1099 元；6 月 19 日泸州老窖宣布国窖
1573 上调线上销售价格至 1099 元。
消费升级的浪潮下，白酒行业的高
增长给了企业提价的底气。 数据显示，
2018 年一季度白酒行业收入增速为
30%，利润增速为 37%，其中高端白酒的
收入利润增速快于大众高端、大众酒。
Wind 数据显示，目前申万白酒行
业 18 家公司中，已有四家披露中报业
绩预告， 除 *ST 皇台中报业绩续亏
外，其余三家均为预增。其中牛栏山生

产商顺鑫农业(000860)预计今年中报
净利 4.16 亿元到 4.89 亿元，同比增长
70%到 100%；古井贡酒(000596)预计
中报净利 8.23 亿元到 9.33 亿元，同比
增长 50%到 70%； 洋河股份(002304)
预计中报净利 4.69 亿元到 5.08 亿元，
同比增长 20%到 30%。
泸州老窖副总经理王洪波近日也
表示，白酒价格的提升和变化，最根本
的因素还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实际上，
高端优质白酒的产量不到整个中国白
酒总产量的 1%，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现
状。现在，消费升级带来了对高端白酒
需求的增长， 短期内高端白酒价格有
向上增长的刚性动力。 泸州老窖采取
跟随提价策略， 主要还是市场的需求
状况决定，体现了泸州老窖对消费者、
对市场的一种尊重。
机构分析，在白酒行业中，商务及
个人消费占比提升， 政务消费占比下
降明显。 知名白酒的品牌认知度和产
品优势逐步凸显， 这也使得知名白酒
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 消费者的消费
习惯逐渐向知名品牌集中， 客单价也
随着市场的变化在逐步提升， 这也成
为此次白酒上调售价的重要原因之
一。 虽然宏观经济下行会对消费有一
定影响， 但白酒目前消费群体中个人
消费占比在不断提升成为主力军，在
存量市场的博弈中， 优质白酒主要是
价格带在 300 元以上的高端和次高端
酒，以及部分区域性龙头，有机会能走
出慢牛行情。

信托计划到期不续期
天邦股份遭实控人被动减持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天邦股份(002124)7 月 11 日晚间公
告， 因实控人张邦辉认购的资管计划
“
陕国投·聚宝盆 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简称“
聚宝盆 3 号”）到期
且不得续期， 上述信托计划于 7 月 10
日减持完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均价
4.26 元/股，减持股份占总股本 0.84%。
聚宝盆 3 号源自去年 9 月张邦辉的
增持计划。2017 年 9 月-11 月，基于对公
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天邦股份
实控人张邦辉通过“
聚宝盆 3 号”在二级
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652 万股。 今年
6 月天邦股份实施分红送股后，聚宝盆 3
号持股数变更为 978 万股。
本次减持后， 聚宝盆 3 号不再持

有公司股份。 张邦辉直接持有公司
24.75%股份，仍为控股股东。
与此同时， 被动减持的张邦辉股
份质押比例颇高， 而公司股价自 6 月
起持续下跌，6 月至今股价已累计下
跌 32.8%，需要补充质押应对。
7 月初公告显示， 张邦辉向申万
宏源补充质押 1000 万股公司股份。截
至 7 月 3 日， 张邦辉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为 2.8 亿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 97.59%，占公司总股本 24.15%。 为
稳定投资者信心，公告补充解释，以上
股票质押为张邦辉对前次股票质押的
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张邦
辉个人资信情况良好， 其所持股票的
质押率有望在 7 月底前降至 60%以
内， 风险可控。

金钼股份：五类环保问题整改落实完成 矿冶分公司硫酸厂恢复生产
7月 9 日， 全国人大公布了关于检
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陕
西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遭点名，被
指出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检查组
现场检测发现测量浓度与标准样品浓
度差异远超误差范围， 不符合技术规
范。 同时，陕西省环保厅对金钼股份的
五项环保问题进行了通报。
近日，笔者走进金钼股份，了解该
公司对上述环保问题的处理进程。

积极落实环保整改
“
环保督查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
我们积极面对、认真整改，同时欢迎环
保机构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金钼股
份有关负责人对笔者称。 金钼股份是陕
西本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内有色
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 公司负责人称，
公司对环保执行的力度一向严格，此次
环保检查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公司
环保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
7月 11 日， 金钼股份发布早间公
告，就公司的矿冶分公司硫酸厂环境影
响事件发布了说明公告。
问题一是 “
4 月 9 日二期排口颗粒
物浓度超标 1.05 倍，4 月 30 日二氧化硫
浓度超标 0.9 倍。 ” 经金钼股份核实发
现，硫酸厂初步判断为二系统在线自动
监测设备分析仪零点漂移故障造成；后
经第三方运维单位证实存在仪器故障，
经调试恢复正常。 对此项的整改情况
是：鉴于现有两套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存
在分析数据异常漂移、工控机老化、不符
合现行规范等问题，硫酸厂对烟气在线
监测设备进行了升级更新，目前新在线
自动监测设备已安装到位，运行平稳、显

示正常。
问题二是“
一期排口工控机未收集
储存数据。 ”此项的整改情况是经华州
区公安局调查，硫酸厂及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维修单位，不存在伪造或删除环
境监测数据等刑事犯罪问题。 硫酸厂对
烟气在线监测设备进行了升级更新，目
前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已安装到位，运
行平稳、显示正常。
问题三是“
1 号、2 号排口自动在线
设备反吹系统故障。 ”此项的整改情况
是硫酸厂与原第三方运维单位终止了
服务合同，选择国内先进在线自动监测
设备生产厂家进行建设、运维一体化专
业服务，目前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已安
装到位，运行平稳、显示正常。
问题四是“
二系统停产状态下二系
统烟囱有废气排放。 ”此项的整改情况
是目前硫酸厂已对有机胺系统至二系
统烟囱连接烟道进行了物理隔断，确保
硫酸二系统停产状态下烟囱不再分流
排放烟气。
问题五是 “
排渣车间除尘设施故
障，污染防治设施未正常运行。 ”此项的
整改情况是硫酸厂对水膜除尘设施进
行检修维护，对排渣系统增湿厂房废气
除尘设施进行了技术改造，含尘废气经
水膜除尘器处理后再经现有水浴式除
尘器进行二次处理，保证粉尘得到有效
捕收处理。

公司启动
环保安全专项治理
笔者从金钼股份获悉，环保问题曝
光后，金钼股份高层高度重视，提出了

“
强化生态建设、保障生命安全、严守
底线红线、加快改革发展 ”的专项治
理活动。 公司决定从近期开展“
安全环
保理 念 大 转 变 ” 宣 传 贯 彻 活 动 ， 由 公
司成立宣讲团，宣讲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安全环保的最新指示，宣讲解读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汾渭流域治理
要求及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规定、办
法、标准）对行业、企业安全环保的最
新要求，国家目前对安全环保督查监
管的方式方法，今后安全环保管理需
要秉持的理念，公司当前的安全环保
管理 现 状 及 处 境 ， 存 在 的 短 板 、 薄 弱
环节及瓶颈问题，公司下一步思路和
应对办法，对各单位及全体员工的具
体要求等。
为了提高内部环保监督的力度，
金钼股份计划首先是要在各生产单位
配备更多的安全环保管理人员，其次，
公司计划组建一支公司安全环保机动
督查队伍，队伍由公司安全、环保委员
会主要成员单位管理人员、 各基层单
位临时抽调人员及外聘安全环保专家
组成，对公司安全、环保委员会直接负
责，24 小时随机对各单位作业现场进
行巡查， 第一时间将存在的问题反馈
给公司安全、环保委员会。 另外，公司
还计划引入第三方管理机制， 选取有
行业影响、 专业技术力量雄厚的安全
环保中介机构， 独立开展巡视诊断工
作，加强对公司环保问题的抽查力度。
公司还将加大环保投入， 引进前沿的
更先进的设备、 工艺技术进行升级改
造，以确保排放符合环保政策要求，实
现绿色清洁生产。
（曹桢）（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