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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事件描述 

上海科技覆盖报告。 

 事件评论 

现有主营是异型钢管，业绩连年亏损：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

海科技”）于 1992 年 3 月 27 日在上交所上市， 几经股权变更，截至 2014 年

三季报，公司控股股东是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昆明交投”），

目前专营异型钢管，并且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经营业绩持续较差，持续维持

微利甚至亏损状况。 

重组方案被否，公司首次转型失败：由于经营状况持续较差，公司试图谋求转

型。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出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拟出售主要 4 家

子公司，并发行股份购买控股股东持有的昆明基础 100%股权，转型进入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建设管理及运营等领域。不过，这一重组方案最终并未

获得证监会通过。 

现有资产频繁转让，存在优质资产注入预期：虽然公司原本的重组方案被证券

会否决，但公司处置现有不良资产的愿望并未改变。自 2013 年起，公司开始

陆续挂牌拍卖旗下资产，包括控股子公司江苏意源、苏州国芯、上海永鑫。截

至目前，公司原主要资产中，仅有就是上海异钢尚未做出售计划。在不断出售

旗下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后，现有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逐渐剥离，未来仍存在继

续注入优质资产的可能，从而有助于公司实质性转型。同时，鉴于控股股东昆

明交投拥有包括建材、土地开发、物流、交运等多项业务，不排除控股股东继

续注入优质资产的可能，当然这仍需要进一步继续跟踪。 

由于公司原有业务并无看点，故暂不进行业绩预测，首次给予“谨慎推荐”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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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异型钢管，业绩连年亏损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科技”）于 1992 年 3 月 27 日在上交所上市， 

几经股权变更，截至 2014 年三季报，公司控股股东是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表 1：截至 2014 年 3 季报，昆明交投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9,486,311 12.01 A股流通股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785,371 6.32 A股流通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6,600 0.51 A股流通股

马冬梅 1,427,100 0.43 A股流通股

陈嘉惠 1,148,207 0.35 A股流通股

杨琴 1,005,000 0.31 A股流通股

董秀兰 954,722 0.29 A股流通股

肖东祥 885,899 0.27 A股流通股

金汉 800,000 0.24 A股流通股

黎金明 800,000 0.24 A股流通股

合    计 68,959,210 20.97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部 

几经变更，截至到 2014 年中期，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从早期的移动通信终端、集成电

路芯片、网络通讯与计算机产品、异型钢管等，变更为专营异型钢管，并且近年来，公

司经营业绩持续较差，维持微利甚至亏损状况。 

表 2：截至 2014 年中期，公司主要产品为异型钢管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H 2014Q3 

营业收入 3.03 3.23 3.09 2.18 2.22 1.14 1.97 

主要产品 2.83 2.85 2.68 2.07 2.06 1.00 - 

异型钢管产品 1.91 1.97 2.08 1.96 1.87 1.00 - 

通信网络产品 0.11 0.16 0.11 0.09 0.19  - 

集成电路产品 0.10 0.11 0.49 0.02 -  -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表 3：公司近年经营状况不善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09-30

营业收入 3.03 3.23 3.09 2.18 2.22 1.97 

营业利润 -1.22 0.20 -0.59 0.07 -0.05 -0.06 

净利润 -2.10 0.24 0.18 0.23 -0.03 -0.06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重组方案被否，公司首次转型失败 
由于经营状况持续较差，公司试图谋求转型。2012 年 7 月 6 日，公司公告了《上海宽

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重组方案计

划出售 7 家子公司股权并发行股份购买昆明基础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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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出台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重

组方案依然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互为前提、同步

实施，不过此次公告，公司对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因债务问题，

原方案共 7 家子公司中，上海博大、南京宽频、南京网信的控制权已经丧失，因此，本

次重组出售资产只涉及剩下 4 家子公司。 

图 1：调整后的重组方案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 长江证券研究部 

本次资产重组拟出售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0.91 亿元，由史佩欣（上海科技原第

一大股东，持股 8.52%，后股权全部拍卖）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表 4：拟出售资产评估增值 7.84% 

企业名称 股权账面值 持股比例 评估方法 被评估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 股权评估值 增值比例

交大创奇 0.03 0.75 资产基础法 0.04 0.03 -6.13%

江苏意源 0.35 0.77 资产基础法 0.48 0.37 5.95%

苏州国芯 0.24 0.41 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0.63 0.26 8.02%

永鑫波纹 0.23 0.70 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0.36 0.25 12.56%

合计 0.85   - 0.91 7.84%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昆明基础 100%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昆明基础总资产账面值

为 36.96 亿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29.92 亿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7.04 亿元，收益法评估

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51 亿元，增值率为 148.53%，以上市公司向昆明交投定

向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不过，这一重组方案并并未被证监会通过，公司第一次转型失败：2013 年 5 月 14 日，

经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此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未能获得通过。 

现有资产频繁转让，存在优质资产注入预期 
虽然公司原本的重组方案被证券会否决，但公司处置现有不良资产的愿望并未改变。  

表 5：子公司、参股公司近年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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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 异型钢管 6,000 13,002.13 6,448.72 7,462.25 -132.58 -133.59 100%

上海异型钢管制品有限公司 异型钢管、型材 800 2,052.29 34.83 276.67 -85.16 -85.16 100%

上海永鑫波纹管有限公司 波纹管 USD243 9,158.68 3,173.77 4,109.00 -297.54 -297.54 70% 

苏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 微电子技术与产品 9,500 6,891.74 3,954.92 2,111.43 -685.66 -481.53 41.05%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现有资产近期频繁转让 

自 2013 年起，公司开始陆续挂牌拍卖旗下资产，截至目前，公司原主要资产中，仅有

就是上海异钢尚未做出售计划。 

表 6：出售公司评估概况 

 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净资产评估价值 转让价格

江苏意源 3558.28 4317.82 759.54 21.35% 3323.42 4980 

苏州国芯 4,535.32 4,725.17 189.85 4.19% 1,939.68 1940 

上海永鑫 3,471.31 3,853.77 382.46 11.02% 2,697.64 -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4980 万元挂牌转让江苏意源 76.97%股权 

江苏意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信息安全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主要

产品和服务有：统一认证与授权管理系统、加密 SD 卡、智能密码钥匙、加密 U 盘、安

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安全桌面系统、电子签章系统。 

201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与云南摩玛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公司将持有的江苏意源

76.97%股权以 4980 万元转让给云南摩玛。  

表 7：子公司江苏意源股权结构 

江苏意源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上海科技 76.97% 

黄裕娟 3.29% 

郑茳 8.55% 

姜建功 6.58% 

上海意源软件有限公司 4.61%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1940 万元出售苏州国芯 41.05%股权 

苏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信息产业部与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合作的结晶，公司投入

主要的研发力量开展了自主研发 CPU 的进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Core 系列 32 位

CPU 核。 

201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将所持苏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国芯”） 41.05%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在挂牌期间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为宁波保税区嘉信麒越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嘉信麒越”），转让价格为 1940 万元，并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签署

《产权交易合同》。 

图 2：子公司苏州国芯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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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资料, 长江证券研究部 

挂牌出售上海永鑫 70%股权 

上海永鑫是由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和日本金属软管株式会社合资创建的。公司主要生

产金属波纹管、波形膨胀节、金属软管等产品。 

201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异钢所持上海永鑫 7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截至目前，并未公告确认买家。 

图 3：孙公司上海永鑫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 长江证券研究部 

未来存在注入优良资产预期 

在不断出售旗下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后，现有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逐渐剥离，未来注入优

质资产预期强烈，从而有助于公司实质性转型。 

同时，鉴于控股股东昆明交投拥有包括建材、土地开发、物流、交运等多项业务，不排

除控股股东直接注入优质资产的可能。 

表 8：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 

业务板块 简介 

高速公路

经营 

公路资产包括两条高速公里，分别为昆明市东绕城高速公路和高海高速公路，路产合计里程55.71公里，规模较小。在线项目有黄马高速

公路和呈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公司路产里程将达到126.43公里。目前东绕城高速公路和高海高速公路每年可以获得一定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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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管养

维护 

公路维护管养业务有公司子公司昆明绕城高速公路负责运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委托昆明绕城对全市14条公路资产进行管理、运营及养

护，每年按照资产总额100.58亿元的3%向昆明绕城支付维修、管养费用。 

加油站特

许经营 

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昆明市将250座加油（汽）站的特许经营权注入到昆明发展投资集团公司，包括有公司投资建设的道路沿线101座加

油（汽）站的特许经营权。此外，公司还将通过新建高速公路，进一步提升相关公路资产周边的加油（汽）站特许经营权收入。 

铁路投资

建设 

专门负责昆明市境内铁路建设征地拆迁项目资金的筹集，并经营和管理投资所形成的相关资产和股权。截至2013年末，昆交投已开始建

设的项目包括昆明铁路枢纽扩能改造工程、昆明铁路枢纽东南环线工程和云桂铁路征地拆迁及昆明新南站建设等，投资总额171.01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77.88亿元，项目基本在2013~2016年完工，近几年仍存在一定资金压力。 

商贸物流 

物流产业板块拥有下属长坡物流、南亚陆港、空港冷链、金马粮食、良田粮食、港鑫实业和交投建材7家子公司，负责昆明长坡泛亚国际

物流园区、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区、空港冷链物流园区、金马粮食物流园区4大物流园区及建材供销业务。物流产业板块2013年共完成

投资2.97亿元，实现收入7亿元，利润2680万元。 

土地一级

开发 

昆交投的土地开发业务包括土地一级开发和土地综合开发两项业务。截至2013年末，昆明市政府为昆交投配置了供给11.93万亩的土地一

级开发收益权，预计开发成本882.22亿元。2013年，昆交投共完成实物收储4.36亿元，随着已开发土地的陆续出让，昆交投的土地业务

收入将继续增加。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长江证券研究部 

首次给予“谨慎推荐”评级 
公司现有业务经营状况较差，持续维持微利甚至亏损状况，目前已出售现有资产中的绝

大部分，未来有优质资产注入预期，其中不排除控股股东昆明交投置入旗下优质的可能。 

由于公司原有业务并无看点，故暂不进行业绩预测，首次给予“谨慎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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