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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股权换来5.47亿现金 重庆新增一名亿万富翁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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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查数据显示，凯盛新材法定代表
人王加荣，办公地址在山东省淄博市，凯
盛新材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2016 年
1 月 8 日挂牌新三板，主办券商为西南证
券。凯盛新材曾为拟上市公司，后为华邦
健康收购。

今年4月10日，凯盛新材接受西南证券上
市辅导，在山东证监局备案。之后，凯盛新材
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8.7 元（含税），并每 10股转增 22
股。如今注册资本36064万元人民币，华邦健

康持有51.91%股份。完成辅导验收后，凯盛
新材创业板上市申请，在今年7月7日为深交
所受理。

招股书申报稿显示，凯盛新材 2017、
2018、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867 亿元、
6.773亿元、6.588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7831 万元、6362 万元、12985 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收1.4293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4447万元。

9年前出资450万办企业
如今股权卖了5.47亿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重庆三大伟业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30 日，公司成立时的初始注册
资本 500 万元，钟世良出资 45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90%，为公司实控人。注册地址
在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昌州大道东段 21
号。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Ⅲ类医疗器械、
大容量注射剂等，是国家定点生产医疗器
械及配套药品的专业厂家，主要为血制品
企业用户提供采浆综合解决方案。2019 年
度 ，重 庆 三 大 伟 业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11828.20
万元，净利润 3318.22 万元。截至今年前 7
个月，公司营业收入 6262.65 万元，净利润
1718.40 万元。

据了解，在血制品行业采浆细分领域，重庆

三大伟业公司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9年国内
市场份额约占38%。在国内，该公司与四川南
格尔占据了约70%的市场份额，目前国内仅有
这2家公司可以提供成套采浆解决方案。10月
17日，海尔生物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通过新设
全资子公司海尔血技以自有现金人民币5.47亿
元，作为对价收购钟世良持有的重庆三大伟业
90%股权；同日，海尔生物与钟世良签署了相关
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血浆设备供应商
海尔生物完成血液安全布局

11 月 17 日，海尔血技受让重庆三大伟业
90%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海尔血技
已经成为重庆三大伟业的控股股东。对于此
次收购的目的，海尔生物表示，作为生物制品

相关领域，血浆采集行业受到国家严格监管，
具有较高的资质认证门槛。重庆三大伟业主
要为浆站提供血浆分离机、一次性使用离心
式血浆分离器及配套使用的输血用枸橼酸钠
注射液及氯化钠注射液等。本次交易是公司
基于低温存储安全的既有优势，通过场景与
方案拓展，向临床安全解决方案延伸的战略
举措。交易完成后，海尔生物在血液安全领
域的用户场景不仅得以从医院、血站向采浆
站延伸，还能够实现“设备+软件+耗材+药
品”的综合解决方案拓展，相关方案可应用于
包括血站、医院、采浆站等在内的血液安全全
场景。

海尔生物三季报显示，三季度营业收入
981453217.89元，同比增加34.76%，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430876.08 元，同比增加
104.31%。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11 月 19 日凌晨，海尔生物
(688139.SH)发布全资子公司收购
股权公告，公司于 10月 17日与重
庆三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三大伟业）签署《关于重庆三
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青岛海尔
血液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
血技）以自有现金5.47亿元收购钟
世良持有的重庆三大伟业 90%股
权，目前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这意味着，重庆又诞生了一名亿万
富翁。截至记者19日发稿前，海尔
生物涨幅3.35%，报80.51元/股。

11月 18日，商报记者从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获悉，渝企三羊马因战略
调整，撤回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文件，并拟 A 股 IPO。业内人士指
出，预计三羊马的目标为深市中小板。

目标应改为深市中小板

据了解，2020年 11月 12日，三羊马第二
届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撤回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议案》。
同日，该公司向深交所提交《关于撤回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申
请》。2020年 11月 14日，三羊马收到深交所
《关于终止对三羊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审核的决定》。

经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三羊马股票自
2020年11月17日起复牌。同时，三羊马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 11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根据
董事会的工作计划安排，公司将向证监会提交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材料。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三羊马的规模以及
定位等，预计目标应改为证监会发审下的深
市中小板。目前，创业板重庆排队企业还有
紫建电子。

去年净利6741万元增长49%

天眼查数据显示，三羊马全称为三羊马
（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重庆市沙
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 199 号附 1-80 号，
2005年 9月 6日成立。股份公司设立于2016
年 3 月 11 日，法定代表人邱红阳，注册资本
6003万元人民币，公司是一家主要通过公铁
联运方式为汽车行业和快速消费品行业提供
综合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针对国内整车多式联运环境及应用需求，
公司将新技术、新模式与多年物流行业经验紧
密结合，综合自身生产业务需求开发出有别于
传统物流企业的新模式。公司客户主要包括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民生物流、
小康股份、奇瑞汽车、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
司等国内外知名大型企业。2016年 8月 8日
挂牌新三板。今年2月，公司名称由“重庆中
集汽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三羊马（重
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中集股
份”变更为“三羊马”。

三羊马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9.1986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0.9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67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5%；基本每股收益为 1.17 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1.12亿元，上年同
期为4329万元。

三羊马在深交所预披露的招股书申报稿
显示，保荐券商为申港证券，申请发行的股票
数量不超过2001万股，且不低于发行后总股
本的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
不公开发售股份。

疫情影响正消除 下半年业绩提振

记者了解到，三羊马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兼总经理为邱红阳，直接持有公司4975.0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54%，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三羊马按照最近的增资价15元/股，邱红
阳个人持股市值约7.5亿元。

邱红阳1966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邱红
阳早年曾在军队服役，之后在成都铁路局重庆
分局内江车站任自动员、内江电务段任通信
工，后到重庆铁路利达运输贸易总公司任业务
员、涪陵无轨站站长，之后就职于重庆铁路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5

月，自由职业；2008年 5月起，任中集股份
（三羊马）董事长兼总经理。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三羊马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亿

元，同比下滑12.97%；实现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50万

元，同比下滑38.07%。不过，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汽车行

业的恢复，尤其是客户长
安汽车、奇瑞、小康等

强劲增长，预计三
羊马今年下半年

的业绩将会大
大提振。

继金科股份分拆金科服务成功香港上市后，渝企资产证券
化上市又出成果。11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召开2020年第48次审议会议，无条件审议通过了山东凯盛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的首发申请。据了解，
凯盛新材系A股上市公司重庆华邦健康控股子公司，华邦健康
还在推动另一家新三板精选层子公司颖泰生物转板上市。

相关新闻

撤回创业板申请 渝企三羊马拟在A股上市

凯盛新材系华邦健康子公司

凯盛新材IPO拟募资5.5亿元
本次凯盛新材拟公开发行不超过6000万股，发行后

不超过4.2064亿股，如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拟公开发行
不超过6900万股，发行后不超过4.2964亿股。

凯盛新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精细化工
产品及新型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最大
的氯化亚砜生产基地，也是国内领先的芳纶聚合单体供
应商。本次IPO拟募资5.5亿元，投向芳纶聚合单体两万
吨装置扩建项目（二期）、2000吨/年聚醚酮酮树脂及成型
应用项目及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

控股子公司颖泰生物拟转板上市
华邦健康表示，作为下属精细化工新材料业务平台，

凯盛新材实现独立上市，既有助于其通过资本市场进一
步做大做强，也标志着公司聚焦主业、实现分拆的战略又
迈出坚实一步。此前，公司旗下农化板块控股子公司颖
泰生物已成功挂牌新三板精选层。公司透露，下一阶段，
将全力推动其完成转板工作。

据了解，作为国内皮肤临床用药及皮肤健康领域的龙
头企业，华邦健康经过28年的积淀，目前已形成了以大健
康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业务涵盖医药、医疗、农化、新材
料、旅游等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今年前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78.9 亿元，营收及扣非净利润分别同比增
长5.25%和13.22%，保持了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健增长。

医疗业务方面，公司目前有4个项目正在运营，包括
德国莱茵康复医院、瑞士巴拉塞尔生物诊疗中心、玛恩皮
肤医院，以及今年新开业的重庆北部宽仁医院。此外，北
京华生康复医院也已基本完成筹建，预计明年上半年开
业运营。接下来，公司还计划在全国开设200～300家玛
恩皮肤诊所连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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