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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有钱就是任性，由安

邦保险等土豪掀起的年末举牌

潮，新年伊始由私募开始接棒。不

过私募举牌的多为小盘股。

阳光私募举牌“ 最小盘股”

同大股份事件，日前引发市场注意。

同大股份1 月1 3日晚间公

告称，公司股东广州穗富管理的

系 列 基 金 ， 于 201 4 年 1 2 月 至

201 5年1 月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1 .1 6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增

持均价为53.25元。至此，广州穗

富管理的系列基金累计持有同

大股份235.3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3%。公告称，其持有公司

股份是为了满足投资需求，且根

据投资决策的需要在未来6个月

内不排除继续买卖其在同大股

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

同大股份201 4年度业绩一

般，1 月1 2日该公司发布业绩预

告，201 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737.5万元-31 48.

1 2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0%—

1 5%。不过同大股份总股本只有

4440万股，上市后至今尚未送

配，是两市股本最小的公司。每

股净资产已达1 1 .86元，资本公

积金每股达6.36元，每股未分配

利润达4.03元。因此市场有声音

认为，广州穗富增持至举牌，后

期可能会提出高送转要求。

无独有偶，另一家创业板

公 司 红 宇 新 材 日 前 也 遭 到 了

“ 融赢中信证券1 号”信托计划

的首次举牌。但这次举牌据称

系“ 手误”。

红宇新材1 月1 2日晚间公

告称，公司股东中信信托通过融

赢中信证券1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账户，于

201 4年1 1 月7日至201 5年1 月7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增 持 公 司 股 份 481 .423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 47%，增

持均价为1 9.458元至21 .555元。

公告称，该信托计划为一般

金融投资，偶发原因导致持股略

超5%，同时其在未来1 2个月内不

排除将通过大宗交易、二级市场

竞 价 或 两 者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增

（ 减）持红宇新材股票。

同日红宇新材发布业绩修

正公告，将201 4年度净利润由此

前预计的“ 1 00万元至800万元”

上 调 为“ 1 1 00 万 元 至 1 700 万

元”，上年同期为2221 .83万元，

修 正 后 同 比 下 降 23.49% 至

50.49%。公司表示，修正原因为：

公司深入耕耘重点市场、与大客

户深度合作的营销策略已开始

显现成效。201 4年第四季度公司

产品的销量远超预计，销售收入

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红宇新材上

市以也未进行过大比例送转股，

每股资本公积金达4.045元和每

股未分配利润为1 .1 62元，这或

许也是私募大举押注的动力。

盯紧高送转潜力股

阳光私募先后增持两股逾5%致举牌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天茂集团昨晚发布

定增预案，拟募资近百亿元，控

股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今日复牌。

根据预案，天茂集团拟以

3.39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29.06亿股，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为新理益集团有

限公司、刘益谦和王薇。其中，新

理益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刘

益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薇

为实际控制人刘益谦之配偶，三

者构成一致行动人，因此本次发

行构成关联交易。

定增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8.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用于收购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合邦投资有限公

司和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43.86%的股权，对国华人寿

进行增资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

收购完成后，天茂集团将持

有国华人寿51 %的股权，国华人

寿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募

集资金中的25.50亿元将用于对

国华人寿进行增资。

据了解，天茂集团主营业务

为医药和化工业务，而近年来受

宏观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的影

响，公司的生产经营日趋困难，

公司化工业务连年亏损，201 4年

以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公

司的主要原料药产品布洛芬在

国际市场的销售量及销售单价

下降，导致了原料药业务的盈利

能力出现下降。

目前，公司现有资产质量及

业务盈利能力较低，迫切需要注

入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强盈利能

力的优质资产，以切实增强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此筹划了本次收购。

本次发行完成后，天茂集团

将成为国华人寿的控股股东，公

司将由传统的医药化工行业上

市公司转型成为以保险、医药和

化工为主营业务的多元主业上

市公司。

资料显示，201 4 年度国华

人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 4.27亿元。国华人寿于

201 1 年 年 底 设 立 电 子 商 务 部

筹备电商渠道，201 2年1 0月正

式开展业务。201 3年度，互联网

寿险业务承保保费收入，国华

人寿排名第一，目前国华人寿

已与淘宝、网易、腾讯、苏宁易

购、中国电信等渠道建立了深

入的合作关系。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暂停上市中的*ST二

重昨晚发布201 4年度业绩预亏

公告，如此一来，公司很有可能在

年报正式发布后进入退市程序。

公司预约于4月28日披露年报。

因公司201 1 年、201 2 年和

201 3年连续三年亏损，*ST二重

去年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

市，而按照规定，股票被暂停上市

后，如果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

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

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营业收入低于1 000万元或

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

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公司股

票将被终止上市。

昨晚公司公告称，经初步测

算，预计201 4年年度经营业绩将

出现亏损，具体经营业绩数据财

务部门尚在测算中。

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为公

司当前所处的行业产能过剩，市

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大幅下

滑，订单持续减少，总体产能利

用不足；公司带息负债沉重，财

务费用较高；公司受近年订单持

续下滑、产能利用严重不足和产

品结构变化的影响，部分资产存

在较大减值的迹象，公司对此部

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公司根据

富余人员减员分流计划计提辞

退福利。

另外，由于*ST二重持续亏

损，资金极度紧张，致使公司面

临贷款逾期的巨大压力。截至

201 4年1 2月1 8日，公司及控股

子 公 司 累 计 银 行 贷 款 等 债 务

5081 60.1 5万元逾期。公司正积

极与有关各方协商，寻求妥善解

决债务逾期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乘着201 4年股债双

赢的东风，基金公司新年伊始开

始新一轮的跑马圈地，据青年报

记者粗略统计，今年上市发行新

基金已达32只，加上已经公布招

募说明书新基，未来或有40余只

新基同时“ 争奇斗艳”。

首月七成新基为权益类
201 4年，乘着股市蓝筹东

风，权益类基金彰显赚钱效应，

股票基金整体取得了自201 0年

以来的最好年度平均收益，中国

银河证券数据统计，201 4年权益

类基金平均回报超26%。新年伊

始，基金公司也纷纷力推股票方

向新基金。进入201 5年以来，A股

市场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坚挺

走势，上证综指稳居3300点上下

震荡。在此背景下，权益类公募

基金的发行热情也被空前点燃。

数据显示，目前发行的新基

中32只新基金中25只为权益类

产品，4只为债券类，2只为货币

基金，只有1 只QDII-国富大中华

混合精选选择在这一时点发行。

此外，证监会最新信息显

示，去年1 1 月—1 2月，基金公司

申报的64只新产品中，权益类产

品占据约7成。比如天弘基金于

201 4年1 1 月提交了4 只新基金

产品申请，分别为，中证500指数

型发起式基金、沪深300指数型

发起式基金、增益宝货币市场基

金和云端生活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其中3只均为权益类产品。

“ 新动力”基金扎堆发行
回顾201 4年，经济转型作为

改革核心贯穿始末，一系列重要

政策陆续出台，令资本市场应接

不暇。随着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的持续推进，利好作用得以彰

显，相应题材热度不下。基金公

司开始密集布局中国经济“ 新常

态”下的增长动力，本月多只名

含“ 新动力”的基金面世。

比如1 月1 2日，博时产业新

动力开始发售，据悉，该产品将

聚焦产业创新、制造业升级带来

的投资机会。同日华泰柏瑞发售

了华泰柏瑞创新动力。据悉，该

基金将聚焦中国经济“ 新常态”

下的增长动力，重点关注创新、

改革、转型、升级这四大领域，其

股票投资比例为0%—95%。而7天

前，德邦新动力已经发售，而基

金界名含“ 新动力”还有广发新

动力、诺安新动力、汇丰晋信新

动力、国投瑞银创新动力等。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银邦股份昨晚公告

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〇二研究所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

议》，此次协议涉及领域是公司

首次涉及的船舶和海洋装备领

域，公司欲向该领域发展，将为

公司产品开拓全新市场。

资料显示，七〇二所是我国规

模最大、学科最全的船舶与海洋工

程力学试验研究基地和总体性能

研究所，总体规模位居同行业世界

第三，专业从事船舶与海洋工程流

体力学、结构力学和振动噪声技术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

双方将共同谋划在海洋装

备等领域，开展产品研发和商业

推广的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共

同制定合作的战略方向。

天茂集团募资百亿控股国华人寿

银邦股份牵手中船七〇二所

*ST二重再次年报预亏

聚焦中国经济“ 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

七只“ 新动力”基金扎堆发行

A股4家上市险企近日相继

发布了去年全年的保费收入情

况，合计保费收入达9587.27亿元，

并分别较上年同期均实现增长。

新华保险披露，公司2014年

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

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

1098.68亿元，按年升约6!。

中国平安旗下，公司控股子

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至2014

年12月31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

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1739.95

亿万元、人民币1428.57亿元、人

民币4.17亿元及人民币88.61亿

元。同比增速分别约为：19.1%、

23.8%、35.1%、27%。

中国太保所属子公司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

12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

收入，分别为人民币986.92亿

元、人民币928.37亿元，同比增

幅分别为3.78!、13.75!。

中国人寿于2014年1月1日

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原

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3312

亿元，同比增长了1.38!。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4家上市险企保费收入近万亿

公告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