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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借壳东源电器

动力锂电池龙头将现身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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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

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中秋节后的首个交易日， 上行动能减弱

的A股出现分化走势。其中，上证综指盘中再

度创出阶段新高后以微涨报收， 深证成指则

率先小幅回落。 券商保险等三大权重板块小

幅收跌，成为拖累股指表现的主要因素。

昨日上证综指以2328.43点小幅高开，全

天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幅震荡， 盘中

创出2331.92点的阶段新高。 尾盘沪指收报

2326.53点，较前一交易日微涨0.10点，涨幅可

以忽略不计。

深证成指未能延续红盘， 收报8201.51

点，跌13.02点，跌幅为0.16%。

创业板表现略好于两市大盘， 盘中逼近

1500点整数位， 收盘报1494.02点， 涨幅为

0.28%。

尽管股指震荡， 沪深两市仍有超过1300

只交易品种上涨，明显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

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34只个股涨停。

沪市迎来新股N亚邦， 首日依旧录得约

44%的涨幅。

反弹脚步暂歇的同时， 沪深两市一改近

期放量态势，分别成交1729亿元和2007亿元，

总量回落至3800亿元以下。

大多数行业板块收涨， 但热点不明显。贸

易服务、运输物流、家电三板块涨幅超过或达

到1%。券商保险、银行、石油燃气三大权重板块

出现在跌幅榜前列，成为拖累股指表现的主要

因素。

沪深300指数创出阶段新高后小幅回落，

收报2445.22点，跌4.03点，跌幅为0.16%。10条

行业系列指数中6条上涨， 不过除300金融跌

1.05%外，其余指数涨跌幅度都不足1%。

沪深B指继续小幅攀升。上证B指涨0.15%

至260.20点，深证B指涨0.10%至968.25点。

中秋节前沪深股市持续上行双双走出

“六连阳”，成交量逐步放大的同时，做多动

能有所减弱。 目前市场关注焦点集中于将于

本周陆续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

新华社

锐奇股份

机器人样机9月面世

近日，锐奇股份（300126）通过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工业机器人和锂

电工具产品都在按计划如期推进。其中，

机器人产品现阶段主要是公司应用，并

以五金加工制造行业为目标。目前，机器

人样机面世已经进入倒计时， 计划样机

本月面世。

早在2013年年中， 锐奇股份就提出

向机器人自动化产业转型的计划。今年4

月，公司宣布三项投资动作，投资方向直

指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传感应用为代表

的高端制造装备研发和运营业务， 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1亿元投资成立全资子公

司“上海锐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需要提醒的是，今年8月，锐奇股份

实际控制人应媛琳和上海瑞浦投资有限

公司发布《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应媛

琳计划于2014年8月8日至2015年2月7日，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40

万股（占总股本的10.69%）。截至9月2日，

应媛琳已减持了占总股本4.45%的股份，

套现1.26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唐强

川股动态

停牌五个多月后，东源电器（002074）终

于公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 公司拟向合肥

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国轩

高科）原股东定向发行4.9亿股，实现对国轩

高科的100%控股。同时，东源电器还将募集总

额不超过8.21亿元的配套资金。通过借壳东源

电器，动力锂电池龙头将现身A股。目前，国轩

高科在动力锂电池行业出货量第一， 市场占

有率第一，公司2013年净利润就超过2个亿。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9月10日，东源电器发布定增草案，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珠海国轩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佛山照明（000541）等9家企业

及李晨等43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国轩高科

100%股权，发行股数为4.9亿股，发行底价为

6.84元/股。

同时，东源电器拟向特定对象李缜、王菊

芬、陆燕和吴永钢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8.21亿元。

资料显示， 李缜是国轩高科的实际控制

人，王菊芬、陆燕、吴永钢3人是东源电器的高

管。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国轩高科投

资建设年产2.4亿AH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

动力锂电池及其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有

利于提高本次重组的整合绩效。

由于交易完成后， 实际控制人由孙益源

变更为李缜，按照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

壳上市。

国轩高科去年净利润超2亿

国轩高科是国内最早从事新能源汽车用

锂离子动力电池（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企业之一， 其产品包括锂离子动力电池组

产品、锂离子单体电池（电芯）、磷酸铁锂正

极材料等，其中，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作为关键

原材料在制造锂离子单体电池时使用。

目前，公司无论是锂动力锂电池出货量，

还是市场占有率，均排名第一。其产品已经广

泛应用于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等领

域。 目前和公司密切合作的国内汽车生产厂

家包括安凯客车、江淮汽车等。公司配套国轩

高科电池组申报并已进入国家工信部新能源

汽车目录的车型共有42款， 配备国轩高科产

品的纯电动汽车已在全国多数省份运行。

草案显示， 国轩高科100%股权的评估价

和资产交易价格为33.51亿元， 较其账面净资

产增值289.76%。记者注意到，资产评估高增

值率的背后是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 截至

2013年12月31日，国轩高科总资产18.09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54亿元，

最近三年实现归属于国轩高科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3751.69万元、12750.53万元和

21993.09万元。

昨日，记者就国轩高科借壳东源电器一事

联系到了国轩高科董秘王勇。 王勇告诉记者，

目前A股的锂电池上市公司与国轩高科没有

可比性，国轩高科主营动力锂电池，且是自主

研发，在行业是排名第一的。相比其他企业，国

轩高科在正极材料、电芯、成组等方面具有多

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据王勇介绍，国轩高科的动力锂电池以供

给大巴车为主，轿车为辅。单个大车的动力锂

电池售价在60万元~100万元/组，小车为5万元

~6万元/组，综合毛利率为40%左右。公司参与

研发的锂电池大巴车主要用于城市公交，而锂

电池轿车方面，江淮汽车纯电动汽车IEV系列

就是国轩高科全程参与研发独家供给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9月2日，江淮汽车公

告称将向美国GTA公司出售IEV纯电动轿车。

双方协议的采购量将不低于2000台。 据王勇

透露，对于电动汽车而言，锂电池的价格相当

于车辆最终售价的一半。

《每日经济新闻》

这两天， 随着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的时间日益临近， 马云的一举一动都成

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据报道，马云曾经尝

试在硅谷融资， 但被

30

位风险资本家拒

绝了。如今，阿里巴巴要上市了，马云路

演时说，“现在我回来了， 向你们再多要

点钱。”此话一出，引起现场一阵大笑。

阿里巴巴一旦上市，无疑将成为今

年美股

IPO

绝对的巨无霸， 其上市后市

值可能突破两千亿美元 。 阿里巴巴上

市，的确是赶上了好时光，如今纳斯达

克指数新高不断，各大机构排队认购新

股，马云当然可以再多要点钱。不过，每

次在这种比较疯狂的时候，都要提醒大

家， 这对整个市场而言或许并非是好

事。回想当年

A

股市场的

IPO

巨无霸中国

石油，该股上市时是

2007

年

11

月，而上证

指数在前不久的

10

月份创下了历史新

高

6124

点，而中石油也同样是被机构疯

抢，上市后

48

元

/

股的天价却成为压垮牛

市的稻草。虽然现在说阿里巴巴上市可

能压垮美股大牛市， 也许为时尚早，但

其上市对美股市场的影响的确值得好

好研究。

回到

A

股市场，昨天我说中秋节后，

要警惕空头反扑，而大盘似乎也主动示

弱，结束了此前连续大涨的节奏 。不过

结局还算好，沪指仍以微涨报收 。空头

的反扑力度并不算强， 这样的走势，对

行情而言应该是好事。我认为 ，如果本

周市场出现冲高后大幅震荡回落的走

势，那么后市可能会比较危险 。而如果

从周初开始就主动调整，然后进一步修

正技术指标的话，那么后市可能更有利

于多方。从股指期货的情况来看 ，昨日

主力合约升水幅度有所减小，多空双方

都有一定程度的减仓，这意味着后市多

空双方可能短期陷入僵持阶段。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上行动能减弱 沪指盘中再创阶段新高

再多要点钱

升达林业

调整公司架构

升达林业（002259）今日公告，为深

入贯彻公司“以木质家居产品、清洁能

源为主营业务” 并重发展的战略方针，

调整、升级木质家居产业，优化管理流程

与组织架构，提高公司运营效率，适应战

略发展需要， 公司拟对组织架构进行如

下调整：新设家居事业部，撤销地板事业

部。同时，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聘任

罗文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天保重装

设立能效电厂事业部

天保重装（300362）今日公告，公司

决定成立能效电厂事业部， 以立项与具

体项目实施为抓手， 通过建立EPC产业

联盟、节能评估机构、能效电厂基金和碳

资产管理等“四轮驱动”，搭建开放式共

享平台，全面推动公司节能业务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精彩互动易

4新股今日上市

天和防务最被看好

昨日上市的亚邦股份毫无悬念地 “顶

格”上涨后，今日腾信股份（300392）、菲利

华（300395）、迪瑞医疗（300396）和天和防

务（300397）4只创业板新股，又将携手登陆

A股市场。近日，炒新热情还在持续，因此今

日上市的4只创业板个股，其上市首日的表现

可以用毫无悬念来形容， 达到44%的涨幅上

限早已在市场预期中。

从申购阶段开始，头顶“民营军工企业”

光环的天和防务，就成为不少业内人士最看

好的标的。招股书显示，天和防务主营业务

为以连续波雷达技术和光电探测技术为核

心的侦察、指挥、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技术贸易。从今日上市的4只新股的中签

率来看，天和防务0.59%的中签率也是其中最

低的，直观地反映出资金的态度。

除身居热门题材外，天和防务的估值优

势也较明显。发行公告显示，天和防务24.05

元/股的发行价， 对应2013年摊薄后市盈率

20.73倍，低于公司所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近一个月44.44倍的平均静

态市盈率。基于业务相似性和民营企业特点，

天和防务表示与四创电子、 国睿科技等10家

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相似度， 而以2013年每股

收益及最近一个月的均价计算，可比上市公

司2013年静态市盈率均值为158.34倍， 远高

于天和防务的发行市盈率。 天和防务上市后

遭遇爆炒已没有悬念，市场关注的焦点在其上

市后的涨幅上。截至目前，今年新股上市后涨

幅纪录的保持者是在首日顶格上涨后，又连续

11涨停的飞天诚信。如今同样被看好的天和防

务，能否超越飞天诚信，成为新纪录的保持者？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资料图片

招聘
●急聘英语6级人员13330988802院校招生
家教

●名校在职教师24年教龄小学奥
数数学小升初冲刺13618029670电视销售代理
●乐视电视西南总代理85155918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机麻新方法18782444414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绿化·美化
●私家庭院、假山喷泉86634353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34505疏管抽掏粪84553337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吉发大车83333359优83333356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汽车转让
●枣红带天窗乐风18084855497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工商行业咨询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机械·设备
●低转全新200千瓦康明斯发电机
组，手续齐全13547938420李寻人

汽车报失
●车牌川AAA108深灰色欧诺牌
汽车,发动机号D7TJ019924,车架
号LS4ASB3RXDA657586于2014

年9月8日凌晨4点在双流县东升镇
荷塘南街112号门旁被盗, 联系人:
王刚,电话13882287207.启事

房屋租售
●售芳草街47平铺18081060307土地转让
写字间租赁
●机械大厦写字间招租84442765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营业房

●步行街酒店转让13699431635

酒楼·茶楼转让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九眼桥商务会所15184378789
●转玉林旺茶楼13980016758

●转茶楼房租超低13540220690
●新建商务酒店场地三千平8元每
平 米招租13402850350
●江汉路540平茶楼13688366561
●新会展茶楼优转13880535212餐馆转让
●新装大型咖啡厅联营或转让
电话：13350884560
●因事低转旺餐13551239305
●光华村600平新装修火锅20万急
转房租低好停车18782219992
●转新鸿路200平餐18980623156
●西门盈利200平餐13982005004
●龙潭烤肉店承包13980766852
●急转营利旺餐15882205356
●地铁学校口200餐13882157720
●老川师新餐旺铺13666195972
●万达广场对面450平现成火锅
旺铺转或租13808075438
●九眼桥酒吧一条街餐馆转让
18781949566

●公司员工餐厅转13458586011
●急转460平火锅店15202840373
●玉林旺餐220平转18244256970
●南门600平可分转18161270298
●无转让费900平餐13880046855
●晋阳路千盛百货400平旺餐优
转18008038750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店铺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临
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都江堰酒店整售18602860113
●急转400平精装带户外草坪旺
铺18030411973/15902814544
●租市中心忠烈祠西街塞格对面
商铺地铁四号站口18908237973

●紫荆32平日杂铺18328387750

●玉林西路167号1楼旺铺面
积800平转18683717688
●一环路体育学院对面歌城4800
平78个包间优转13880105275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羊安工业园区标厂70亩优租专
变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金堂厂房出租★13908216370
●龙桥家具园标准钢构厂房3000
-10000平可分租13882275998
●城北高笋塘旁库房出租700平
米，可分割13980017006刘先生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北新干道旁5500平米厂房
库房出租可分租15351200901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成德大道旁库房、场地招租
13402850350

担保公司

招商
●新出租车发包13198543600
●武侯外双楠交界22亩商住地股
份转让或合作13808098746

●建筑工程总包及装修寻垫资抵
房其他形式分包18380216004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某知名品牌肉制品生产企业出
售，证照齐全15390012108
●转已验收都江堰景区百亩集体
土地指标可开发18628069668
●华阳百亩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
作,另一环住宅地转139821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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