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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析人

士指出，为了顺利

实现资产重组，上

海科技及关联方费

尽心思扫除重组障

碍，市场对其重组

预期也颇为看好，

且一度迎来扭亏、

摘帽及股价上涨的

好时光。如今重组

被否，业绩低迷、股

价再次大幅下跌，

上海科技或再次进

入风险警示板。

一纸公告宣告上海宽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科技）期盼

了近半年的重组方案失败。

5月 14日晚，原名 ST沪科、今年
2月 8日才成功摘帽的上海科技发布
公告称，其重组方案未获中国证监会

通过，公司股票自 2013年 5月 15日
起复牌。

重组梦破灭

记者从上海科技披露的重组方

案获悉，上海科技拟以 9144.1万元的
价格向公司前任大股东史佩欣或其

指定第三方出售上市公司截至评估

基准日的部分资产，包括交大创奇

75%股权、江苏意源 76.97%股权、永
鑫波纹 70%股权、苏州国芯 41.05%股
权；同时公司拟以 5.67元/股向昆明
交投发行约 3亿股，购买昆明交投合
计持有的昆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下称昆明基础）100%股权。
如果上海科技与昆明交投的重

组方案获证监会通过，后者将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公司也将转型成为以城

市管理综合运营业务为主的上市公

司，上海科技无论资产质量、财务状

况，还是盈利能力都将得到根本性改

变。

据悉，早在 2012年 7 月，上海科
技就发布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时间过去近一年，上海科技重组

大梦却以失败告终。

5月 17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上海科技董事会相关负

责人称，“由于现在还未拿到证监会

的文件，所以还无法得知上海科技重

组被否的主要原因。”

而对记者有关“何时能拿到这个

文件”的追问，对方称“应该很快就会

拿到这个文件”。

虽然上海科技以没有拿到证监

会文件为由不提供重组方案被否的

原因，但有证券行业人士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透露，“上海科技重组方案

被否，主要原因是目前证监会财务审

核非常严厉，而上海科技重组项目提

供的相关固定资产报告已过期，新的

报告尚未完成。”

此外，还有分析认为，上海科技

此次重组方案中，片区综合整治业务

为昆明基础的核心业务，近两年该项

业务收入规模接近昆明基础业务收

入的 90%。未来几年该业务也是昆明
基础收入的业务主要来源，但可持续

性差是该类业务的重大硬伤。

第一季度净利润又现亏损

由于上海科技于今年 2 月 8 日

刚刚摘掉“ST”的帽子，因此，上海科
技此次重组方案被证监会否决，其未

来是否会再度戴帽以及前景如何自

然引发业内猜想。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

瑜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上海科技第一季度营收不容乐

观，净利润又出现亏损现象。

记者查阅上海科技《2013年第一
季度报告》发现，其主要会计数据及

财务指标项中，总资产由上年度末的

234，415，389，57元降至本报告期末的
227，563，486，86元，降 2.92%，所有者
权益由 5,167,296.14降至-827,096.95，
降-116.01。

而上海科技此前也曾表示，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公司净资产为
516.73万元，仍然较低，抵御风险能力
较弱，如后续经营出现重大亏损，很

可能导致净资产变为负值。

记者研究上海科技2013年第一
季度合并利润表，发现营业总收入

由上期金额64,712,518.18元降为本
期金额57,488,500.62元，利润总额
由-11,243,823.11元变为-5,612,138.89
元。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为了顺利实

现资产重组，上海科技及关联方费尽

心思扫除重组障碍，市场对其重组预

期也颇为看好，且一度迎来扭亏、摘

帽及股价上涨的好时光。如今重组被

否，业绩低迷、股价再次大幅下跌，上

海科技存在再次进入风险警示板风

险。

“如果公司重组项目不能顺利实

行，公司将难以扭转亏损，再度戴帽

的几率较大，前景渺茫。”边晓瑜说。

证监会对重组审核趋严

《中国企业报》记者还发现，包括

上海科技在内，近一个月来，已经有四

家公司的增发方案遭到了证监会否

决，包括吉恩镍业、汇通能源和宝诚股

份。其中早于上海科技前一天被否的

吉恩镍业为 60亿巨额定增计划，该公
司还被指圈钱应对财务吃紧。

近三年来的证监会公告显示，发

审委共批复了超过 656 次上市公司
的非公开发行的申请，仅拒绝了渝三

峡 A、亨通光电、大唐电信等不超过

10家上市公司的申请。对比此前数
据，这段时间发审委否决的概率大大

提高。

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一连串“不

予批准”案例，传递出证监会对定增、

重组等事项的审核更趋向于谨慎的

信号。

边晓瑜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多家公司方案相继被否，与目前

监管大背景有密切关系。目前证监会

财务审核严厉，正处于“非常时期”。

“在此期间，除了 IPO受到抑制，已上
市公司进行增发或重组也难以成功。

这是证监会肃清股市氛围、优化资本

市场环境的必经之路。”

边晓瑜同时表示，“虽然这段时

间大部分公司在融资方面遇阻，但是

能较大程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同时也

有助于我国股市可持续稳健发展。”

在海通证券翁玉洋看来，这有可

能跟市场预期 IPO重启开闸有一定
的关系。监管层一方面通过严格重组

审核，希望借此规范企业上市行为，

提高资产重组后企业的管理水平；另

一方面加强重组审核，有利于为 IPO
重启开创一个较好的局面。

边晓瑜也有类似观点，“连续否

决四家公司增发方案是证监会监管

力度加强的结果，这能缓冲 IPO开闸
对股市造成的冲击。IPO一旦开闸，大
量新股上市将产生资本分流，引发股

市大跌，而股份增发无疑将加剧资本

分流程度。因此，IPO开闸前夕证监会
将提前做好相关准备，以应对股市大

跌危机。”

边晓瑜还向记者透露，国内 IPO
财务审查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甚至

还有消息称有企业已经收到了封卷

的通知，由此可以推测离 IPO开闸已
经为时不远了。

重组失利
上海科技再涉“戴帽”险境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广药集团重大资产重组一直备

受投资者关注。近日，广州药业发布

新增股份上市公告，表示公司已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之换股吸收

合并的换股程序，新增 A 股股份于 5
月 23 日上市流通。这标志着中国证
券史上横跨上海、深圳和香港三地

资本市场的首个重组案例即将完美

落幕，广药集团即将实现主营业务

的整体上市。

据介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公司名称将变更为“广州白云

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医

药行业继上海医药之后，第二家整

体上市的综合性医药集团。业内人

士指出，重组后的新广药将成为 A
股最大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之一，总

股本达 1,291,340,650 股，市值有望
超过 500 亿元。广药集团总经理李
楚源表示，今年广药集团整体将突

破 500 亿元销售大关，成为广州市
第二家收入过 500 亿元的企业集
团。

本次重组开
中国资本市场先河

据悉，广药集团是全国排名前

列的综合性医药企业集团，去年国

家工信部公布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

榜冠军。旗下拥有广州药业和白云

山 A两家上市公司。2011年 11月 7
日，正式开始启动整体上市重组工

作。2012年 3月，广州药业公布重大
资 产 重 组 预 案 ， 拟 以 新 增

445,601,005 股股份吸收合并白云山

A并向广药集团发行 34,839,645 股
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从而实现广药

集团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2012年
12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中
国证监会核准，重组正式进入实施

阶段。2013年 4月 26日起白云山 A
终止上市，广州药业换股吸收合并

工作也已于日前结束。

5月 22日下午，广州药业在上
交所交易大厅成功召开重大资产重

组说明会。广药集团总经理李楚源

坦言，“由于在中国资本市场无先例

可学，本次重组的压力和难度远远

超过一般重组项目的意义和范畴。”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广药重大

资产重组即将完美收官。本次重组

将从根子上解决集团内部机制制约

等问题，让新广药能够突破束缚，轻

装上阵寻求发展。

今年有望
突破 500亿元营收

本次整体上市将是新广药发展的

新起点。李楚源表示，去年是广药集

团的“转型升级年”，广药实现销售收

入 428亿元。今年，将是广药集团的
“资源效益年”，即变资产、品牌、市场

等各种资源为效益，做大规模的同时

做强企业，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将突破

500亿元。今后，广药集团将以“白云
山”品牌为引领大力发展大南药，以

“王老吉”品牌引领大健康业务板块，

同时以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广州药业

与全球最大医药零售企业联合博姿-
沃尔格林成立的合资公司）为平台，

大力发展“大商业”，实现区域性龙头

向全国性龙头企业的转变。

广州药业实现主业整体上市
本报记者 黄春兰

5 月 23 日，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在其年度自动化世界活动中，隆重推出电动汽车充电技

术、高效节能电机、智能家居解决方案、机器人制造系统等

先进的自动化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吸引了来自海内外

近 3000 位行业专家、学者和客户。为期两天的活动以“创
新技术提升产业效率”为主题，包括主题论坛、行业论坛、

技术讲座和产品系统展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与会行业

专家、学者、客户，积极参加各项议程，参观展览展示，了解

行业前沿技术和解决方案。ABB 借此展示了旗下领先的自
动化行业全系列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ABB 集团市场与客户解决方案负责人舒瑞格（Greg
Scheu）表示：“作为全球自动化和电力行业的领导者，ABB
一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我们通过快速提升本地研发力度

来满足中国客户需要的全方位产品及服务。ABB 致力于对
本地研发、销售、服务及生产进行持续投资，确保客户满意

度持续提升。”

今年年初，ABB 推出全球第一个集成能源管理功能的
低压断路器 Emax 2。以 Emax 2 断路器替代现有的传统断
路器，每年可以节电 58 亿度，相当于 210 万户中国家庭一
年的用电量。这一创新产品还可以有效避免峰谷用电引发

的断电。

为提高工业能源效率，ABB 提供全面的变频器产品帮
助客户控制不同类型的电机，并提供与自动化网络的柔性

连接。“ABB 自动化世界”中展出的全能型 ACS880 变频器
就是该领域的代表产品之一，其驱动器模块以全能型传动

架构为基础，该架构旨在为不同行业的客户和应用提供高

水准的兼容性、灵活性和易用性。

ABB 不仅在远距离的高压直流输电占据领先地位，还
将其直流技术应用在电动汽车充电以及船舶、建筑及数据

中心电力配电系统等中低压环境中。在数据中心，ABB 通
过提供全系列直流技术以确保提高能源效率达 20%、节约
空间 10%—25%、降低安装和维护成本 30%，并显著提高
供电可靠性。在 ABB 的帮助下，爱沙尼亚建成全球第一个
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在全国高速公路及市区设置了

165 个快速充电站，能够在 15—30 分钟内完成车辆充电，
耗时远远低于传统充电方式所需的 8 小时。

今年 4 月，第一艘安装 ABB 船载直流电网系统的船舶
交付挪威 Myklebusthaug Offshore 公司。ABB 这项创新技术
能减少船载电气设备空间及重量达 30%，从而增加船舶有
效荷载能力，并提升能源效率高达 20%。ABB 船载直流电
网系统通过单一直流电路配电显著节省电力，代表了航运

业在优化推进性能方面的重大突破。今年 5 月，这项技术
在美国休斯顿举办的美国国际石油石化天然气展览会

（OTC）上荣获创新技术奖。
ABB 视创新为保持市场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所在。2012

年，ABB 投资约 15 亿美元用于研发，这一数字自 2007 年
以来增长了 68%，而且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例将在 2015
年进一步提升至 4%。目前，ABB 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7
个国家建立了研究中心，在全球拥有超过 8000 名科学家
和工程师。此外，ABB 与全球 70 家领先的科研机构和高校
就各类研究项目展开合作。2013 年，ABB 建立了一系列突
破性科研项目，旨在开发颠覆性技术，包括成本显著降低、

性能提升或全新的功能与产品。

在中国，ABB 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连
续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包括：新型开门机器人和焊接机

器人、新型 Welcome 全数字楼宇对讲系统、Winmation DCS
系统、用于智能电网的 TEC ST 智能变压器和新型开关设
备等。

“年度 ABB自动化世界”在
京开幕，Emax 2 低压断路器、
全能型 ACS880变频器、直流
解决方案、电动汽车充电站闪
亮登场

本报记者 刘宏伟

创新发展 ABB持续
强化市场竞争力

首次实现横跨三地交易所重组

上海科技此次重组方案被证监会否决，其未来是否会再度戴帽以及前景如何

自然引发业内猜想。图为上海科技 5月 27日 15点日线图走势。

王连彬，任职于中交二航局二公司巴中项目杨家沟特大

桥项目经理、中交二航局二公司一分公司副经理，中共共产党

员，高级工程师职称，公路工程一级建造师。多次被评为公司

“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青年项目经理”和重庆市

“优秀青年建设者”等多项荣誉。他从普通的技术员做起成长为

现在公司优秀的项目经理，成长的每一步都付出了辛勤的汗

水，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四海为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穷则思变，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直是他激励自己前进的座

右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坚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做好

领导模范带头作用，尽职尽责，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是他不懈追求的目标。在他参与或主抓的施工项目中，他总是

深入施工一线，刻苦钻研施工技术，使一个个项目得以完美成

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国家法律

和公司制度程序办事，做到公平公正。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

的乐观态度，固基修道，履方致远，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在公司搭建的平台上展示一个优秀二航建设者的光和热。

（刘海燕徐淋）

———记中交二航局巴中项目经理王连彬

我行天下，天下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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