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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出版传媒排队 IPO
广东时代传媒、新周刊杂志社在上市资产之中；文化传媒公司现上市高潮
新京报讯 （记者吴敏）
广东首个整体改制的国有大
型文化企业，南方出版传媒
集团上周末出现在 IPO 待审
队列之中。文化传媒类公司
出现一波上市高潮。

南方出版传媒拟
登陆上交所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
管部最新发布的 IPO 企业基
本信息列表，南方出版传媒
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保
荐机构为长城证券，目前审
核状态是初审。
目前南方出版传媒没有
在证监会披露招股材料。但
根 据 2010 年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报对其董事长王桂科的专访
中描述，南方出版传媒的注
册 资 本 为 6.5 亿 元 ，净 资 产
9.59 亿 元 ，总 资 产 22 亿 元 。
广东省出版集团所持南方出

版传媒的股份为国家股，南
方报业传媒所持南方出版传
媒的股份为国有法人股，持
股比例分别为 99%和 1%。
该访谈说，南方出版传
媒以整体改制为原则，将主
业资产全部纳入股份公司，
避免了股份公司与集团公司
间的关联交易。
南方出版传媒以图书、
报 刊 、音 像 制 品 、电 子 出 版
物、网络读物、框架媒体和其
他媒介产品的编辑、出版、代
理 、批 发 及 零 售 ，书 报 刊 印
刷、包装装潢印刷、印刷物资
销售、出版物进出口、版权贸
易为主要业务。
广东出版集团网站的数
据显示，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两年来运作良好，
2011
年净资产收益率超过20%。
广东出版集团旗下除去
出版社外，还有 1 报 19 刊，包
括《时代周报》、
《花城》、
《随

笔》、
《新周刊》等，目前其网
站上的组织结构图显示广东
时代传媒、新周刊杂志社均
在拟上市公司资产之中。
广东出版集团的网站信
息显示，经营广东新华书店
的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也在上
市公司资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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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文化传媒公
司筹备上市
此外，多家文化传媒类
股票正在筹备上市过程中。
其 中 拟 在 主 板上市的个股
中，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保荐人
为中银国际，
保利文化集团保
荐人为中信证券，
湖北知音传
媒保荐人为长江证券；
长城影
视保荐人为华林证券；
万达电
影院线则拟在深交所上市，
保
荐人中银国际。
此外还有多家影视制作、
动漫类公司拟在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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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利益之争是核心
10 月 8 日，美国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华
为、中兴可能威胁美国国家
通信安全，建议美国企业放
弃华为、中兴。对此，华为和
中兴随即否认。华为称，这
个报告的本质是组织中国企
业进入美国市场，阻挠竞争。
在美国众议院的报告出
来后，媒体的关注点除了美
国大选对此事的影响，还有
华为的竞争对手思科。一时

对手，而政客也可以通过此
事赢得科技企业的支持。双
方各取所需。”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
在昨日的研讨会上，专
家也观点一致，认为华为、中
兴的竞争对手思科是这件事
的幕后推手。博客网创始人
方兴东称，此次事件的核心
是利益之争，它并不是单独
的事情，是思科十年多来系
统游说和运作的必然结果。
华为相关人士称，华为
并未参与策划此次会议。

思科获益还是受伤？
电信业观察家项立刚
称，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思科
是幕后推手。但思科肯定在
此事中受益。电信业专家陈
金桥也表示，
“我不认为思科
有导演此事的能力，但毫无
疑问，思科是获益的。”
《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
文章称，在美国国会的报告

民生银行开启贵宾专属南极之旅
“如果南极是音乐，那
她一定是莫扎特；
是艺术，
那
她一定是米开朗基罗；是文
学，
那她一定是莎士比亚，
而
且她一定是比这些都更伟
大的存在。”继今年 8 月民生
银行私人银行开启贵宾专
属北极之旅后，11 月 17 日，
中国民生银行私人银行即
将再度为客户开启专属行
程，
这一次我们将前往南极。
没有一丝人类雕琢痕
迹的南极，绽放出纯粹、原

生之美。这种美与人们常
识中理解的美不同，她是一
片散发神秘力量的场域，常
常不经意地挑战着自负的
人类精神意志，她的魅力超
越你所有置身其外的想象。
贴近神秘迷人的南极
大陆，跟随着镜头迷失在广
袤的雪野与冰川中，定格出
一幅幅真切质朴与撼动心
灵的唯美画面。
由首屈一指的法国邮
轮公司庞洛精心打造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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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卓（北冕号）邮轮，将成为
您前往南极的海上移动别
墅。这艘为极地旅行设计
的邮轮，达到了顶级舒适标
准，不仅能够在自然条件最
极端的地区安全航行，还能
让乘客享受到五星级的环
境和服务。
（王笑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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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事件是思科游说和运作的结果；华为、思科未做正面回应
间各种观点涌现，最多的观
点是思科是此事的幕后推
手，将从此事中得益。
但华为和思科均未对此
做出正面的回应和评论。思
科中国区一位相关负责人昨
日对本报记者表示，此事只
有美国总部有权评论，目前
未看到总部对此有相关的声
明，中国区拒绝评论。
资料显示，
华为近两年在
企业业务、
网真业务和企业网
等方面均推出了与思科对抗
的产品。美国市场一直是华
为想打入却未能如愿的市
场。而对于思科来说，
美国是
其最大的一个市场，
收入占思
科整体收入的一半以上。
思 科 CEO 钱 伯 斯 此 前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表示，
“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
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
那就是华为。”
“思科和政客之间就是
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思科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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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美调查华为核心是利益之争
新京报讯 （记者刘兰兰）
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
布报告，称华为、中兴可能威
胁美国通信安全之后，中国
计算机协会于昨日召开了以
“美国国会为何发难华为中
兴”为主题的论坛。专家称，
此次事件是思科游说和运作
的 结 果 ，核 心 是 利 益 之 争 。
华为和思科之间的关系也随
着各方言论逐渐浮出水面。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来后，思科的营销活动本
周急剧升温。思科向电信企
业发了一份营销文档，以引
发其他企业对华为的猜疑。
也有观点认为思科将因
此受伤。数据显示，2011 年
思科在中国的收入占其全球
收入的 3%-4%，在思科 2011
年 400 亿美元的总收入中，
有 16 亿美元来自中国。而
中国市场的利润贡献占到思
科整体利润的 30%，紧随其
美国本土业务的 45%之后。
如今思科的通信设备广泛进
入中国的商业、教育、政府和
家庭通信市场。
“思科是否受伤要看政府
会不会采取反制措施。至少
目前还没有。”项立刚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计算
所研究员倪光南昨日表示，
要
反制很难。政府采购法、
招标
投标法等还不够完善。思科
在国家系统、
央企系统占了太
多，
约束它还有困难。中国要
有
“信息主权”
的概念。

广东新周刊杂志社

小小助盲卡 温暖万颗心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竭力为盲人客户提
供专属金融服务
盲人李先生从华夏银
行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手
中接过“助盲卡”，
“ 以前我
尽量避免去银行，出行及办
理业务对我们来说太不方
便了。有了助盲卡，以后我
就能独立去办业务，不用老
麻烦家人和朋友了！”
到银行开户、填表、凭
密码存款……这些在普通
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银行
手续，对盲人来说却非常麻
烦。而这个难题在华夏银
行北京分行却可以很轻松
地完成。
“ 这张是我们华夏
银行的助盲卡，大家可以看
到上面有很多小点，能帮助
盲人识别币值。”工作人员
向大家介绍。
“卡片上这两块空白的
地方是干吗的？”一位顾客
问。
“ 这个地方除了可以让

盲人客户识别钱币，还能帮
助盲人在凭单上签字。”将
助盲片的右下角与华夏银
行凭单对齐，卡片上预留的
一个长方形孔洞正好对准
凭单上需要签字的位置，还
有一个正方形的孔洞则对
准了手印区。这样盲人就
可准确地在华夏凭单上留
下自己的签名或手印。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
残障人士客户开展了一系
列便捷服务：提供盲文版、
汉语版两种文字的《残障人
士银行服务指南》，配备可
以熟练使用手语的工作人
员；提供助盲卡，帮助盲人
识别币值，并可使用按手印
或盖图章的方式代替签名；
服务大厅采取无障碍服务
措施，使乘坐轮椅的客户不
用起身就能办理业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