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迈亚今起摘帽

增发

20

亿现金留下想像空间

□

本报记者 向勇 于萍

根据公司公告， 戴帽五年之

久的

ST

迈亚将自

18

日开市起撤

销 “其他风险警示”，“湖北迈亚”

重现交易系统。

这样一则简单的摘帽公告早

在市场的预期之中， 并已经兑现

在股价之中。但是，今年以来

ST

迈

亚的股价累计上涨幅度高达

74.63%

， 却是由重组事项和非公

开发行募资

20

亿元引起的丰富想

像而驱动。

2012

年

6

月，安徽蓝鼎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安徽蓝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协议受

让丝宝系合计持有的湖北仙桃毛

纺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后，获

得公司控制权。

2012

年

11

月

8

日，

公司推出非公开发行预案， 拟向

大股东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25

亿股， 发行价格为

3.20

元

/

股，预

计募集资金总额

20

亿元。

2013

年

1

月

8

日公告，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公司今日公告称，公司正在

进行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取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以及最

终取得核准的时间， 尚存在不

确定性。

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 一旦

增发成功，迈亚巨资在手，给市场

留下的想像空间极大，“虽然存在

核准风险，但

20

亿现金能做的事，

能讲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不

过， 这位分析人士仍建议投资者

理性对待。

周吉平就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

□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周

吉平已于

4

月

16

日正式就任中国

石油集团董事长兼党组书记一

职， 此消息已获中石油相关人员

证实。

据以往经验推算，周吉平也

将兼任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一职。 对此，上述中石油

相关人士未正面回答， 但称，在

走了一系列相关程序后会对此

进行公告。

中石油此前曾公告称， 原董

事长蒋洁敏因工作调动辞职，副

董事长周吉平代行董事长的职

权。 目前， 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高层治理”一栏中显示，周吉平

的职位仍然是副董事长兼总裁，

但同时代董事长一职。 而此前担

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蒋洁敏已

于今年

3

月

18

日出任国务院国资

委主任、党组副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 周吉平是高

级经济师， 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

业拥有近

40

年的工作经验。 其曾

先后担任中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

公司总经理、 中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国际勘探开发合作局副局长、

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

理。

2008

年，其被聘任为中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2011

年

11

月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

总经理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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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兑引发“酒精”“粮食精”掐架

白酒行业亟待纯粮酿造打假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塑化剂” 阴霾尚未散尽，勾

兑质疑再度来袭， 让白酒陷入了

到底是“粮食精”还是“酒精”的漩

涡中。 勾兑本是白酒酿造过程中

的正常工艺， 然而一些酒企混淆

了固液法白酒与纯粮酿造白酒的

差异， 以勾兑酒冒充粮食酒的方

式谋取利益。

16

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连线

多家高端白酒上市公司， 公司高

管纷纷表示， 企业生产的白酒为

纯粮全固态发酵工艺酿造， 不存

在酒精勾兑问题。专家指出，白酒

行业亟待纯粮酿造打假。 在国务

院刚刚发布的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安排中强调， 将进一步细化完善

食品标签标识管理规定， 着力解

决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问题。

勾兑工艺引发争议

4

月

15

日晚，中央电视台曝光

了四川等地部分白酒生产企业以

勾兑酒冒充粮食酒进行销售。 四

川省质监局连夜对涉嫌造假的成

都邛崃、温江、泸州、宜宾南溪

6

家

白酒生产企业、

1

家食用酒精生产

企业和

1

家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展开彻查。据初步统计，已查封问

题产品

50

余吨，暂扣生产许可证

7

张， 邛崃市观音塔酒厂因涉嫌无

证生产，已移送当地公安部门。

“省主管部门非常重视，今天

下午一直在开会”，四川中国白酒

金三角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杨荣生

介绍，“目前质监部门调查的重点

有两个方面， 一是白酒勾兑的生

产过程是否符合标准， 二是企业

使用的酒精、 添加剂等原料是否

符合食品安全的规定。 ”

在此次事件中，勾兑酒的质

量安全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杨荣生强调，对于食用酒精勾兑

生产的白酒不能全盘否定，“按

照酒协的标准，酒企除了纯粮酿

造之外，也允许采取固液法制造

白酒。 ”

目前国家规定的白酒酿造和

生产方法有固态法、 液态法和固

液结合法三种生产方式。 固态法

白酒是指纯粮固态发酵， 采用高

粱、大麦等粮食原料，通过在窖池

中或地缸中发酵， 上甑蒸馏蒸出

原酒

(

基酒

)

，再通过长期储存、陈

化老熟、 勾调降度后成装为成品

酒； 固液结合法白酒是将固态法

白酒

(

不少于

10%)

与液态法白酒

或食用酒精按适当比例进行勾兑

而成的白酒。 液态法白酒是以谷

物、薯类、糖蜜为原料，经液态法

发酵蒸馏而得的食用酒精为酒

基，再经串香、勾兑而成的白酒。

尽管勾兑是白酒酿造过程中

的正常工艺， 国家也允许食用酒

精作为酒基使用， 然而掺入酒精

的白酒算不算“粮食精”依然引发

了专家的争议。

宝丰酒业品牌总监晋育锋

表示，与传统白酒相比，新工艺

白酒有三方面优点：一是比纯粮

固态发酵法的固态法白酒节省

酿酒用粮

(

约

22%)

；二是有效降

低酒体中的甲醇和杂醇油含量；

三是降低白酒中的高级脂肪酸

含量； 四是减少低度酒的浑浊，

让酒液更清澈。“当然，采用食用

酒精勾兑的新工艺白酒，应符合

国标

GB10343－2002

食用酒精标

准要求 ， 香精香料必须符合

GB2760

标准。 ”

另一位白酒行业权威人士则

持相反意见，“白酒的特点是固态

发酵过程中产生酯类物质和酸类

物质， 这些物质决定了白酒口感

和等级，乙醇

(

酒精

)

的含量只能

表示酒的烈度。 如果食用酒精真

能够改善白酒口感、提高白酒档

次，高端白酒为什么不用食用酒

精勾兑？ ”

酒企急证清白

“现在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 一位四川酒类上市公司高

管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对于接踵而至的风波感到颇

为无奈。

2012

年末以来，整个白

酒行业负面新闻不断，塑化剂风

波的连锁效应直接导致高端白

酒价格体系崩盘，遭遇了秦池事

件以来最严重的“诚信”危机。

在

A

股市场中， 白酒板块早

已是风声鹤唳，白酒勾兑质疑同

样让其遭受了重压。

16

日，在沪

深两市集体飘红的背景下，白酒

股整体表现惨淡，除贵州茅台微

涨

0.24%

外， 其余

12

只股票均不

同程度下跌。 其中，老白干酒跌

幅最大，为

-3.38%

。

对于突然袭来的白酒勾兑

事件，处于漩涡中的酒企们十分

敏感。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某酒企原本计划

17

日以公告形

式发布声明， 主要内容为所产

“白酒为纯粮全固态发酵工艺酿

造，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但因

其它公司均“沉默”，最后作罢。

该公司高管表示，“我们主要是

希望向消费者进行说明，企业生

产的高端白酒是值得信赖的，不

要以为白酒行业真的存在严重

的诚信和质量问题。 ”

地处四川的水井坊证券部工

作人员同样强调，“我们生产和销

售的均是高端白酒，属于纯粮全固

态发酵工艺酿造，因此白酒勾兑的

事件对公司不会产生影响。 ”该工

作人员同时表示，固态法和固液结

合法酿造出来的酒差别是很明显

的，“食用酒精勾兑的成本肯定便

宜很多。像我们高端白酒使用的原

材料主要是大米、 小麦和高粱等，

而食用酒精主要是使用红薯以及

含淀粉的代用品为原料。 ”

一系列质量问题曝出， 让原

本发展迅猛的白酒行业逐渐陷入

了危机。 仅以此次事件所在的四

川省为例，

4

月

10

日， 国家统计局

成都调查总队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

1

—

2

月份成都、南充、泸州、

遂宁、 达州等地名酒销售量同比

减少

50-60%

，价格全面下降。

纯粮酿造期待打假

“这次的事件也是件好事，可

以加快白酒行业发展方式的转

变。 ”杨荣生介绍，今年以来四川

省着重进行了白酒行业规范化治

理， 对酒类管理条例进行修订。

“监管缺乏规范”是四川省《酒类

管理条例》修订的重点之一，也恰

恰是此次曝出白酒勾兑事件的主

要原因。

勾兑酒冒充粮食酒是白酒行

业长期存在的潜规则， 固液法虽

被中低端白酒广泛应用， 但很少

有企业进行标注。 一位业内人士

直言：“一沾 ‘勾兑’ 和 ‘食用酒

精’，不是消费者认为有假，就是

掉价，企业当然就绕着走。配料表

中只标注：水、高粱、小麦，是否存

在酒精勾兑只有厂家知道。 ”

实际上， 在

2012

年就曾有上

市公司曝出酒精勾兑的问题。 当

年

8

月

22

日， 古井贡酒发布中报，

其中提到，公司斥资

4551.49

万元

从关联方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

司购买了酒精，折算约为

6596

吨。

古井贡董秘叶长青在接受采访时

承认， 部分低端产品的确使用了

食用酒精。 “为了满足消费者不

同的消费需求， 公司对部分低端

产品采用固液法生产。 ”

在以高端白酒为主要产品的

上市公司中，以“酒精”冒充“粮食

精”的情况只是少数，而这种现象

在中小酒企身上则十分普遍。 承

德避暑山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老村长酒业公司、 湖北稻

花香集团、秦池酒业、浮来春酒业

等企业都拥有自己的酒精生产

线。 在工信部下发的酒精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名单中， 多家知名白

酒企业的酒精生产线在列。

业内专家指出， 目前对白酒

的检测主要针对与人体安全相关

的指标，比如酒精度、总酸、总酯、

固形物等。 对于白酒到底是勾兑

的还是酿造的， 仪器很难检测出

来。 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越来

越受到公众关注的背景下， 勾兑

酒冒充粮食酒不仅损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也让高端白酒厂家遭

受不正当竞争， 纯粮酿造打假已

经成为了白酒行业无法回避的一

道难题。

国务院：2013年底前完成食品标准清理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4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13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

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继续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

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进一步

深化乳制品、酒类、调味品、食品包

装材料、“地沟油”等综合治理和专

项整治。 与此同时，我国还将加快

食品安全标准建设，

2013

年底前基

本完成食品相关标准的清理。

全面排查隐患

近些年，毒奶粉、地沟油等问

题相继曝出，让食品安全成为公众

关注的热点之一。 国务院在《工作

安排》中表示，要集中力量全面组

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在种植、养殖、屠宰、生产、

流通、餐饮以及进出口等各环节广

泛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深

挖带有行业共性的隐患和 “潜规

则”。重点排查列入《食品中可能违

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

食品添加剂名单》的物质。 在此基

础上，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实施整

治督办制度，坚决清理整顿不符合

食品安全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坚

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和“黑

窝点”。

对于前期已经投入大量精力

整顿的领域，国务院强调要切实巩

固治理成果，继续严厉打击食品非

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进

一步深化乳制品、酒类、调味品、食

品包装材料、“地沟油”等综合治理

和专项整治。

此外，国家还将开展饲料农药

兽药专项整治， 全面加强对饲料、

农药和兽药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

严格执行许可准入制度；开展私屠

滥宰和“注水肉”等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 严格屠宰行业准入，加

强定点屠宰企业资格证牌使用管

理；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完善

保健食品生产、 经营行政许可制

度，整顿、关闭不符合规定的保健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食品标签

标识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细化完

善食品标签标识管理规定，着力解

决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问题。

建设食品追溯体系

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食品安

全工作的监管，国务院表示，将加

快食品安全标准建设，健全标准审

评程序和制度，增强标准制定的透

明度。

2013

年底前，基本完成食品

相关标准的清理，完善食品中致病

微生物、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生

产经营规范、农药兽药残留等方面

的标准，制修订蜂蜜、食用植物油

等产品标准和配套检验方法标准。

与此同时， 国家将推动食品安全

法、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餐厨

废弃物管理及资源化利用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强化相关法律

法规的衔接， 完善监管执法依据，

加大惩处力度。明确食品安全刑事

案件侦办中的行为定性、 案件管

辖、 证据规格等法律适用问题，特

别是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

的运用问题。推动地方加快畜禽屠

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

贩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根据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

设规划， 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资

源，按照统一的设计要求和技术标

准， 建设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2013

年底前，完成主系统和子系统

的总体规划和设计。统筹规划建设

食品安全电子追溯体系，统一追溯

编码，确保追溯链条的完整性和兼

容性，重点加快婴幼儿配方乳粉和

原料乳粉、肉类、蔬菜、酒类、保健

食品电子追溯系统建设。

郭满金：用“实业思维”构建继电器百亿帝国

□

本报记者 向勇

日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了宏发股份董事长、总裁郭满金。

作为去年

11

月完成借壳上市的上

市公司董事长，郭满金表示，虽然

公司上市， 要借助金融的力量促

进公司更快更好发展， 但他更习

惯用做实业的态度去思考， 而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基于此。

核心竞争力基于“实业思维”

宏发

2012

年年报显示， 公司

营收

30.08

亿元，净利润

2.79

亿元。

到

2015

年实现

50

亿元销售 ，到

2020

年实现百亿销售， 跨入世界

三强。 这是郭满金和宏发的目标。

郭满金表示， 公司核心竞争力

包括三个硬件， 其一是公司模具和

零部件的制造能力， 国内行业无人

可以相比。 其二是公司生产线核心

设备几乎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 公

司在

1998

年就成立了精合自动化公

司， 至今仍是国内唯一一家专业设

计、开发和生产电子元件、低压电器

等电子工业专用自动化设备、 工业

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的企业。

让郭满金十分自豪的是宏发

的实验室， 这也是他说的第三个

硬件，“一流的实验室和检测中

心， 对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非常

好，可以缩短开发周期，保证产品

质量。 一般工厂不愿意去花几千

万元做这个， 我们一台设备就得

花

400

多万元。 ”

数十年来， 不依赖社会化专

业分工而坚持做自己从生产线到

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坚持质

量第一，坚持员工利益成长，这就

是郭满金的“实业思维”。如今，年

届

65

岁而愈显澄清儒雅的郭满金

感慨：“现在走过来了，人也老了，

经验也有了， 那就是战略决策的

成功是最重要的。 ”

宏发“认命”继电器产业

被问及继电器之外最看好哪

个领域时， 郭满金表示：“我主要

从实业的角度来观察，赶潮流，凑

热闹我不干。我比较认命，宏发就

是这个命，做继电器的命。 ”

宏发如今是国内老大， 全球

第四。 “现在还有空间，从全球来

看这个行业还太小， 真正的巨头

不会进入， 我也只是打造小巨

人。 ”郭满金说。

公司如今面临的情况是产品

门类在扩大，研发要跟上，包括用

于混合动力汽车、 太阳能汽车的

继电器等， 在汽车里面用的传感

器也在开发。 郭满金说，公司正在

加强对高压直流继电器和电力继

电器的布局。 公司还打算成立安

装公司，这样，电力保护“盒子里

的事” 都可以做了， 毛率利就高

了。 另外，公司目前有一万多名员

工， 未来还需要加强自动化以提

高生产效率。

郭满金说， 从公司产品分

类上来说， 未来电力类继电器

应该会增长最快 ， 目标是到

2015

年时达到

16

亿元销售 ，目

前才八九个亿的规模， 但已经

做到了全球最大，占有国内

50-

60%

市场、 国外

70%

的市场，如

美国

GE

公司

70%

的电力继电器

是采购宏发的产品。

郭满金承认， 公司要达到十

二五目标和

2020

年远期目标，需

要保持将近

20%

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对于制造业来说确实不容易。

“我不能预测困难，但可以把握努

力方向。别的我不能左右，但有一

点我可以左右到的， 就是把自己

的事做好。 ”他说。

套利空间有限

沈阳化工要约收购成交不足一成

□

本报记者 于萍

原计划要约收购

1.18

亿股，实

际却只完成不到目标值的一成，中

国化工集团公司要约收购沈阳化

工部分股份便如此落下了帷幕。根

据沈阳化工的公告，要约收购期满

后，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为

986.54

万

股，公司将自

4

月

17

日起复牌。

近年来， 大股东以要约收购

的方式完成增持的例子屡见不

鲜。根据沈阳化工要约收购计划，

中国化工向沈阳化工全体流通股

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按

4.55

元

/

股

的价格收购

1.18

亿股沈阳化工股

票， 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92%

。 要约收购期限共

30

个自

然日，自

3

月

15

日至

4

月

13

日。中国

化工通过沈化集团间接控制沈阳

化工

33.08%

股份，并计划通过要

约收购提升中国化工在沈阳化工

的股东权益比例至

51%

， 从而增

加对沈阳化工的控制权， 促进国

有资产有效配置。

通常情况下，要约收购价格

与股价之间往往存在套利空

间。 在沈阳化工公布要约收购

时， 公司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

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为

4.13

元

/

股， 要约收购价格较

之溢价

10.17%

。 该方案一经公

布，沈阳化工股价便连续涨停，

此后更是在

3

月初达到

5.29

元的

阶段性高点。

套利空间的大小直接影响了

股东的参与热情。 纵观公司要约

收购期， 股价基本维持在

4.55

元

的要约收购价上下浮动。直到

3

月

28

日以来， 公司股价才随着大盘

出现调整， 下降至要约收购价下

方。按照

4

月

12

日收盘价

4.49

元计

算， 要约收购价的溢价空间仅为

1.34%

。 受此影响，股东参与此次

要约收购的积极性并不高涨。 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统计， 预受要约

股份数量为

986.54

万股， 沈阳化

工股东

146

户。 沈阳化工表示，最

终预受要约股数没有超过

1.18

亿

股， 中国化工将按照收购要约约

定的条件购买这

986.54

万股沈阳

化工股份。

汉阳国资增持汉商集团 后续计划直抵“要约收购”

□

本报记者 向勇

“我们将继续保持汉阳国资

在汉商集团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并支持汉商集团做大做强。 ”

3

月

13

日晚间， 汉阳国资委负责人这

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放言

33

天之后，汉阳国资委告诉大家，它

动手了！ 而它提出的后续增持计

划更是直抵

30%

要约收购红线，

被解读为宣示毫不妥协的姿态。

汉阳国资增持汉商集团

汉商集团

17

日公告，接第一大

股东武汉市汉阳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函，该办于

3

月

12

日至

4

月

1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增持汉商集团股份

2,169,

339

股，增持比例为

1.24%

，由此持

股总数达到

48,644,653

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7.86%

。 本次增持前，汉

阳国资办持股比例为

26.62%

。

汉阳国资办还提出了后续增

持计划，拟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继

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增持以及

联合一致行动人等方式， 累计增

持股份（含一致行动人）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2.13%

。

去年

6

月以来，阎志及其卓尔

系先后

13

次增持汉商集团，

5

次达

到举牌红线。至今年

3

月

4

日，汉商

集团二股东卓尔控股与其实际控

制人阎志合并持有汉商集团股份

达到

3491.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

， 距汉商集团第一大股东

汉阳国资办的持股比例

26.62%

仅

有一步之遥。 但汉阳国资办一直

未曾作出正式回应，直至

3

月

13

日

晚间， 汉阳国资委负责人才第一

次对媒体发出了“保卫汉商”的声

音。 控股权之争，说说显然不够，

于是汉阳国资方面动手了。 虽然

增持比例仅

1.24%

，与卓尔系持股

并未拉开安全距离， 但其象征意

义已经彰显。 而其提出的后续增

持计划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

2.13%

的增持计划初看颇为奇怪，

但加上已有的

27.86%

， 则是直抵

30%

的要约收购红线。

鉴于武商联与银泰系对鄂武

商

A

的控股权之争，最终以武商联

实施的部分要约收购而暂时告

终， 汉阳国资办似乎也在传达自

己的意志， 即为捍卫对汉商集团

的控股地位，不惜发动要约收购。

阎志研究对策

中国证券报记者

16

日晚间联

系阎志时， 他说已经看到了上述

公告，但表示“不好评论”，“这是

一个新事件， 我们还要研究对

策。 ”他说，具体的应对之策还是

要以公告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汉阳国资

办放言誓保控股权之后，汉商集团

股价一路走低。 分析人士认为，汉

商集团股价去年以来不断上涨的

主要动因，本来就是卓尔系不断增

持和“控股权争夺战”概念，一旦失

去预期，股价便会下跌。 分析人士

认为，股价走得太低，恐怕是汉阳

国资和阎志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因为这给彼此都是低成本增持的

机会。 另外，持股比例已经“身居高

位” 的卓尔系如果争夺控股权无

望，是选择继续冲击，还是安心做

个二股东以寻求战略投资机会，或

者选择及时退出再谋他路，不同的

选择，会对股价走向产生不同的重

大影响。

如今， 在直抵要红收购红线

的增持计划下， 宣示着汉阳国资

随时可以开启大规模会战的决

心，卓尔系会选择什么路径？本报

将继续关注。

重整计划久拖不决

ST宏盛组过渡内阁

□

本报记者 李若馨

重整计划迟迟未能执行完

毕，

ST

宏盛决策层就突然大规模

换血。公司今日公告，董事长郭永

明、董事会秘书惠钢义、监事秦明

明提出辞职报告； 而接任的三位

“

80

后” 高管也都或多或少有着

ST

宏盛现任大股东西安普明物

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背景。

公告称， 郭永明和惠钢义的

辞职均是因为个人原因， 而秦明

明则是因为工作变动原因提出辞

职的。上述三人均有普明背景。郭

永明系西安普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惠

钢义历任西安紫薇大卖场有限公

司主管会计， 上海易慧和投资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西安普明物流

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外派人员；秦

明明则任西安普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项目报建主管， 现任

西安紫薇大卖场有限公司项目报

建主管。

令人意外的是，接任者并非

来自潜在重组方———山西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而仍然系普明

方面派出。

ST

宏盛董事会选举黄

飞为第七届董事会临时负责人，

黄飞现任西安普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主管、

ST

宏盛董事；

提名马婷婷担任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马婷婷历任西安紫薇

大卖场发展有限公司行政主管，

现任西安高科示范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经理；聘任谢斌为第七届

董事会秘书，谢斌现任

ST

宏盛证

券事务代表。 对于接替秦明明监

事一职的刘英，

ST

宏盛则未作详

尽披露。

“从接任者在普明的职务来

看，接任者可能就是个过渡。 ”有

长期跟踪

ST

宏盛的市场人士认

为， 董事会仅选举黄飞为临时负

责人， 可见其不过是担任一个过

渡的角色，未来

ST

宏盛的决策层

仍将由山西天然气方面派出。

如此“画蛇添足”的选举出

一任“过渡班子”，可能与

ST

宏盛

久拖不决的重整案有关。

ST

宏盛

的破产重整启动于

2012

年年初，

但时至今日，新版重组方案都已

经公布了

4

个多月后， 由于体内

资产尚未完成拍卖，致使公司的

重整计划至今仍处于执行阶段。

根据

ST

宏盛在去年年底的重组

方案，公司拟以“过桥资产”莱茵

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5%

股权与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太原市宏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山西田森集团物

流配送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100%

的

股份进行资产置换，差额部分由

ST

宏盛发行

4.48

亿股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