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北车与阿根廷再签动车组订单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23日从中国北车获悉， 阿根廷当地时

间7月17日， 中国北车在阿签订了价值达1.3亿美元的内燃动车

组销售合同。 这是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阿根廷向中国北车采

购的第二批内燃动车组。

阿根廷内务交通部长朗达索同时提出， 希望中国北车加大

已经交付机车车辆的售后服务力量， 并能给予阿根廷国家铁路

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阿根廷拥有中南美洲最大的内燃动车组运营网络， 但其目

前运营的内燃动车组大多“年事已高” ，难堪重负，也因此加快

了包括内燃动车组在内的铁路装备的更新计划。

随着外贸额的增长，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制约南美经济发展

的瓶颈。南美诸国近年以来开始大力投资铁路建设，南美也成为

世界增长最快的铁路市场之一。

同时，南美也逐渐成为中国高端装备的主要出口区域。以中

国北车为例，公司已经获得巴西和阿根廷近1000辆地铁列车和

电动车组的订单； 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为阿根廷提供的地铁

列车替换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前运行的木制“老爷车” ，提高了

阿根廷地铁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北车大连机辆公司和长客股份

公司分别为阿根廷提供的20台内燃机车和220辆铁路客车，运

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提速客运线上。 （汪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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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与宇通拿下出口委内瑞拉汽车大单

自主品牌汽车加快走出去步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实习记者 余安然

江淮汽车、宇通客车7月23日晚间双双

公告，与委内瑞拉相关机构签下出口大单。

根据公告，江淮汽车旗下公司与委内瑞

拉企业签署2.74亿元重卡合同。宇通客车也

一举拿下委内瑞拉1500台客车合同， 并在

委合资建设客车工厂。在上半年国内自主品

牌汽车销量下滑的背景下，海外市场成为自

主品牌新的“增长极” 。

两家公司签出口大单

江淮汽车7月23日晚间公告，公司旗下

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与CORPOVEX�

S.A.（委内瑞拉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HAIMAN� EL� TROUDI� DOUWARA签

署了出口合同，江淮汽车（香港）公司将出

售5239台重卡、牵引车，以及相关备件和工

具，同时在委内瑞拉提供培训服务、技术支

持等，合同总金额为2.74亿美元，履行期限

为360天。

委内瑞拉对外贸易公司是委内瑞拉国

家对外贸易中心附属的国有组织机构，是该

国政府为集中进口而创立的企业，同时也是

管理外汇分配以及协调进口份额的机构。

江淮汽车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

是近年来行业内重卡出口量最大的一笔订

单。 据该人士介绍，2013年公司重卡销量约

为3万台， 预计今年销量将达到3.5万-4万

台。 以去年销量为基数，本次所签订单占公

司重卡销量的20%。

上述人士称，重卡销售的毛利率在15%

左右，本次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将促使江淮汽车进一步在国际上打

开知名度，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宇通客车同日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香

港宇通国际有限公司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陆路交通部签署了包含1500台宇通

客车、配件、工具、维修及智能公交运营管理

系统等的备忘录，预计交车时间为今年下半

年至明年上半年。

此外，根据委内瑞拉的需求，香港宇通

与委内瑞拉工业部、陆路交通部签署了关于

在委内瑞拉合资建设客车工厂的框架协议。

海外市场销量飙升

今年上半年，国内自主品牌市场异常

惨淡。 根据盖世汽车网整理的数据，包括

合资自主品牌在内，今年上半年国内自主

品牌轿车销量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 销量

累计139.33万辆，较去年同期下跌13.2%，

市场有占率下降5个百分点。 传统的“四

大自主” 轿车销量领跌，尤其是长城汽车

销量近腰斩。 相对于国内市场份额的频频

下滑，国际市场的销量飙升也许会给人一

些安慰。

近年来，国内自主品牌车企加快了“走

出去” 步伐，获取市场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

产品出口。 根据《2013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

告》，2010年以来，汽车出口量大幅度增长，

2012年汽车出口量突破百万辆， 年均增长

42%。乘用车出口占整车出口的比例从2001

年的13.73%逐步提高到2012年的62.61%。

其中，轿车出口占整车出口的比例从2001年

的2.9%逐步提高到2012年的45.3%。

除了直接出口产品， 一些企业目前开

始重视在海外投资设厂。截至2012年，奇瑞

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成 （或正在建设）17

个KD工厂， 长城汽车海外KD工厂也已近

20家。 跨国并购也成为当前汽车企业“走

出去” 最大的亮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 中国汽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机会

大大增加。 整车方面，上汽、北汽、吉利等；

零部件方面，万向集团、京西重工等都是很

好的例子。

在拉美市场，江淮、奇瑞等自主品牌

“深耕” 巴西市场。 江淮汽车正在和巴西

总代理合作建厂；奇瑞汽车2014年在巴西

的4S店将从目前的71家增至100家；福田

汽车的巴西工厂计划2015年投产； 吉利、

长城也筹划在巴西建厂；力帆汽车推出了

“南美战略” ， 着力提升在巴西的品牌影

响力。

近几年来，宇通客车也迅速开拓海外市

场， 在委内瑞拉接连拿下大单。 宇通客车

2013年海外销售收入34.45亿元，占总营业

收入的15.59%。 2013年9月，宇通与委内瑞

拉签订了2000台客车等销售合同。

两公司公告称受“威马逊”影响

海南橡胶报废损失橡胶树60万株

又有两家上市公司公告称受到超强台风“威马逊” 的影响。

海南椰岛7月24日公告，7月18日“威马逊” 台风给公司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损失，主要是一些临时搭建的办公用房、部分保健酒

产品和产品包装，以及部分办公家具和设备。海南橡胶当日也公

告，公司位于海南岛部分区域的分公司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经

过初步统计橡胶树三级以上受害率约2.2%，橡胶树报废损失株

数约60万株，部分配套生产设施存在不同程度损害。

海南椰岛表示，因公司绝大多数受损资产都已投保，故预计

不会对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公司已于7月21日正式恢复生

产，此次超强台风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海南橡胶则表示，受“威马逊” 影响，部分分公司停割4天

左右，预计全年损失干胶约1万余吨。 因公司前期已向中国人保

购买了橡胶树风灾保险， 通过保险赔付预计能最大限度减轻风

灾受害给公司带来的影响。

“威马逊” 目前已经给多家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产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损害，包括百洋股份、*ST三鑫、深华新、北部湾港、

海南海药、海马汽车等。 其中受影响较大的是北部湾港，其港口

设备、设施、仓库等资产受此次台风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约

5000多万元。（傅嘉）

*ST二重2.05亿元债务逾期

*ST二重公告称，由于重机行业持续低迷，公司持续亏损，

资金极度紧张，致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贷款本息出现逾期，到期

商业承兑汇票不能按期兑付。截至2014年7月22日，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累计银行贷款等债务2.05亿元逾期。

公告显示， 上述2.05亿逾期债务包括二重重装短期借款逾

期本金及利息3010.57万元；二重重装未付到期利息金额601.30

万元；二重重装全资子公司二重集团（镇江）重型装备厂有限责

任公司贷款逾期本金共计4937万元；二重重装全资子公司德阳

万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未付到期利息金额107万元； 二重重装

不能按期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1,855万元。

公司表示，正积极与有关各方协商，寻求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的方式和方法。

由于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三年亏损，*ST二重股

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此前公司曾公告称， 鉴于

2014年第一季度亏损2.98亿元，且由于重型机械行业持续低迷，

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无明细好转，市场竞争仍然异常激烈，产

品价格低迷， 如果最终公司2014年年度经营业绩继续亏损，公

司股票将可能在2014年年报公布后被终止上市。 （于萍）

加码医药医疗和能源领域投资

九鼎投资落实“小巨人计划”

九鼎投资（430719）7月23日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

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投资设立达孜县九鼎君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昆吾九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达孜

县嘉润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昆吾九鼎分别出资325

万元、130万元及350万元人民币， 分别占注册资本的65%、

65%及70%。

公告称，本次对外投资涉及公司进入医药医疗行业早期

项目投资管理、医药医疗行业并购投资管理、能源行业并购

投资管理等投资管理领域。通过控股子公司昆吾九鼎对外投

资，公司分别实现了开展医药医疗行业早期项目投资管理业

务、医药医疗行业并购投资管理业务、能源行业并购投资管

理业务的目的，是公司“小巨人计划”（即由公司和专业人士

共同出资设立投资管理机构开展某一细分领域的投资管理

业务）系列规划的部分落实。 （任明杰）

携手阿里巴巴 上汽欲打造“互联网汽车”

□本报实习记者 徐金忠

7月23日，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

署“互联网汽车”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积极开展在“互联网汽车”和相关应

用服务领域的合作， 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

“互联网汽车” 及其生态圈。

分析人士认为， 汽车与互联网的融合

正在加速， 此次国内最大汽车集团和最大

互联网公司联手， 预计将强劲推动汽车与

互联网的融合， 上汽和阿里巴巴的车企与

互联网企业合作模式或将成为国内其他企

业复制模式。

联手打造“互联网汽车”

据上汽集团方面透露， 按照合作协议，

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计划打造的 “互联网

汽车” 将以最终用户体验为导向，充分集成

阿里巴巴的“yun� OS” 操作系统、大数据、

阿里通信、高德导航、阿里云计算、虾米音乐

等资源以及上汽集团的整车与零部件开发、

汽车服务贸易等资源，产品将开放融合互联

网和大数据，围绕用户的车生活，整合双方

线上线下资源，为用户提供智慧出行服务。

此前，上汽方面就已经开展了车载信息

服务系统方面的研发应用。 资料显示，上汽

集团在2010年发布了智能网络行车系统

inkaNet， 并在自主品牌车型上率先开启。

目前， 搭载于新荣威550的上汽inkaNet版

已由在线导航及信息娱乐服务向兼容车辆

远程诊断和安防服务发展， 实现电脑屏、手

机屏和车机屏整合以及信息云共享等功能。

此次双方合作将在汽车智能化发展方向上

更进一步。据悉，双方将联合优势资源，进一

步打通汽车全生命周期用车需求和互联网

生活圈， 让用户体验到一个基于互联网、更

加便捷的移动智能化生态圈， 打造全新的

“互联网汽车” 。

车企与互联网融合加速

汽车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一

大趋势，国内汽车企业也已在两者的融合发

展上发力。 上汽方面介绍称，互联网正全方

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汽车与移动互联网

的紧密融合也正在加速，消费者对于汽车的

要求将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希望获

取整体出行解决方案，享受一站式服务。

北汽集团总经理张夕勇也曾在公开场

合表示，汽车行业发展不能忽略互联网，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汽车将不仅是交通工具，

而且还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体， 并称汽车

智能化和互联网将使汽车成为一台移动的

电脑。

在此前的合作案例中，车企多与电信运

营商等开发车载移动互联网等产品。广汽集

团就曾宣布将与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发车载移动互联网

平台。而此次上汽集团和阿里巴巴的合作将

成为汽车企业与互联网汽车合作发展互联

网汽车的创新模式，或引起两类企业合作的

潮流。 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车企已经开始接

触互联网企业谋求发展互联网汽车，北汽曾

就研发应用车载互联网产品调研过百度等

互联网公司。

1101人次官员独立董事尴尬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号称A股最贵独董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挥别民生银

行独立董事职务； 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吴

建常，先后辞去江西铜业、中国铝业的独立

董事；原四川省副省长邹广严，不再担任川

投能源公司独立董事； 原大连市常务副市

长王承敏， 告别中国船舶重工股份公司的

独董职位……中组部2013年10月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

职 （任职） 问题的意见》（下称 “18号

文” ）正在发功，官员独董“离职潮” 正在

涌来。

A股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官员独董？ 他

们的“余热” 价值几何？这一群体对公司治

理有何损益？ 中国证券报依据2013年年报

和2014年一季度报，对中国2532家沪深上

市公司的官员独董情况进行了梳理。

谁在退而不休

巴曙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按照2013

年年报数据，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

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 共901

人， 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独董的情况，

一共1101人次。 这些独董分布在816家上

市公司中，也就是说，平均每2.3家上市公

司就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 Wind统计数据

显示，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 共有近

300名独董离任，其中“官员独董” 120名

左右。

这些官员独董们有何共性呢？ 根据公

开资料统计分析，四类退休官员最受青睐，

上市公司注重的是其背后的资源与能量，

可以为企业提供便利。

第一类是长期在党政系统任职的“典

型官员” 。 比如，原贵州省省长石秀诗、山

东省省长韩寓群、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

俊慧曾任中国重汽独立董事； 光大银行则

直接请来了曾经的市场监管者—中国证监

会前主席周道炯担任独董。

第二类是长期在行业协会、 基金会任

职的“协会官员” 。 比如，上市公司海宁皮

城的独董张淑华，1978至1988年曾就职于

中国轻工业部皮革处， 之后长年在中国皮

革协会、国际皮业贸易协会任职。

第三类是有过官方身份的 “官方学

者” 。 最为醒目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目前有15人次的官员独董曾在该中心工

作过，其中金融研究所就“贡献” 了4人

次，巴曙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四类是曾经长期待在国有企业，或

是后来从国有企业下海的“商官” 。 例如

桂林旅游公司独立董事闻心达，早期曾是

桂林市副市长，并曾在多家国企任主要领

导，目前是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翻开以上四类独董的履历，不难发现，

他们担任独董的上市公司， 许多都是在自

己从政时所在的行业或者地域范围内。 中

组部18号文规定，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三年内的官员， 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

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 (任

职)。 这直接导致了“就近” 任独董的高管

们的辞职潮。

官员独董让公司“贬值”

对于官员独董的离去， 舆论一边倒地

叫好。“公众对官员独董的担忧，实质上是

对于中国市场运行潜规则的担忧， 也是对

隐匿在该现象背后的动机有可能偏离价值

轨道的担忧。 ”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

主任朱少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创造价

值应是现代企业的本质，但“退休高官任

独董” 却是一种利益而非价值的驱动，这

实际上是一“贬值”而非“增值”的过程。

朱少平表示，独立董事最根本的职能

是监督，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忠实与勤

勉义务，尤其是代表公众股东利益，从而

实现公司的整体价值最大化。 这就要求独

立董事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 因此，不论

是退休官员主动喜欢到上市公司谋求差

事，还是上市公司在筛选独立董事人选时

偏爱政府官员，这两种动机都是有悖于独

立董事甄选原则的，其根本出发点均与潜

在的局部利益相关。

朱少平的分析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商法

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的赞同。 他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官员独董对其个人而言，可能通

过这一途径实现“隐性权力期权化” 所带

来的利益；而对上市公司而言，则可能试图

获得官员权力“沉淀”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官员人际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资本， 甚至利

用官员的特殊身份或技能而发现相关政策

弹性从而攫取不当利益。

独董的中国式烦恼

大股东掠夺和管理层攫取， 是公司治

理中常见的代理问题。 为了对付这些代理

问题， 公司治理便在董事会架构中引入了

“独立董事” 。 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两市6567位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领取

的薪酬总计4.49亿元， 其中官员独董拿走

的薪酬为7733.34万元。 最贵者当属巴曙

松，其年薪高达100.5万元。

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重要的制约力

量，这些百万级的花瓶基本成了摆设。统计

数据显示，近3年6.5万次表决中，独董们仅

47次提出反对意见，94次弃权。 他们只是

会投赞成票的表决机器， 在享受高额薪酬

之余，却是集体失语，被坊间戏称为“对外

很独立，对内很懂事” 。

武汉科技大学袁慧娟教授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中国的独董们至少存在两大问

题：一是任职资格不明确；二是选聘程序不

独立。

袁慧娟表示，《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 《意

见》） 规定了独董应当具备上市公司运作

知识、熟识法律法规等条件，但实践中多数

上市公司会选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担任

独董。 而这些专家学者很难达到具备上市

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熟识相关法律法规

这一要求， 就是法律专业的专家学者也未

必能达到。

“据我们调查，国内73%的独董由大

股东任命，27%由董事会任命。 ” 袁慧娟

说， 大股东可以操纵董事会对独董的提

名， 并在股东会上利用其表决上的优势

通过这些提名的人选。 大股东可以决定

独董的大部分人选， 从而形成大股东自

己选举、自己任命、自己监督的局面。 大

股东对独董的控制导致独董成为花瓶，

沦为签字工具。 所以说，要求独董为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而对抗大股东， 明显缺乏

现实基础。

长城汽车拟34亿元建整车项目

□本报记者 于萍

长城汽车7月24日公告称，为满足未来

新产品的整车生产需求， 公司徐水哈弗分

公司拟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投资建设第

三个整车项目，投资额约为34.44亿元。

公告显示， 徐水哈弗分公司整车项目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该项目总占地

面积约为116万平方米，产能规划为年产25

万台汽车，生产车型主要为SUV，预计建设

期约为2.5年。

长城汽车表示， 公司投资建设新的整

车生产基地，可满足公司产能规划需求，扩

大经营规模，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为公

司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

长城汽车同日还披露了中期业绩快

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85.27亿

元，同比增长7.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9.60亿元 ， 同比下降

3.11%。 公司称，上半年整体销量较去年

同期略有下降， 其中皮卡销量保持稳定，

轿车销量有所下滑，SUV销量保持增长。

公司上半年累计销量排名依然稳定，居中

国汽车行业第八位。

杭萧钢构

获得蒙古国棚户区改造合同

杭萧钢构7月23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香港）及BURD蒙古包棚户区改造有限公司（蒙古国）

签署了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蒙古包棚户区改造钢结构住宅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合同金额暂定26亿元，将根据销售资金回笼情况

分批建造。

据悉， 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是亚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持有BURD蒙古包棚户区

改造有限公司90%的股份。

杭萧钢构表示，蒙古国房地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房地

产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大量外资特别是中资企业的

进入，使得乌兰巴托的办公商业用房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蒙古

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地产开发及城市建设的力度，推出了10万

户住房改造计划。

杭萧钢构2013年营业收入39.7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7.89亿元。 此次合同金额26亿元， 占去年营业收入的

65.43%。 今年一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6.71亿元， 同比增长

12.07%，净利润324.03万元，同比增长138.70%。

杭萧钢构早就在开拓海外市场，工程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

或地区。去年海外营业收入4.72亿元。此次公司签下蒙古国26亿

元合同，将加快公司走出去步伐。（欧阳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