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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力挺股权多元化

川酒国企改革并购重组有望提速

□本报记者 王锦

5月2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四

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关于促进白酒产业转

型升级健康发展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培

育大企业大集团，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同

时提出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并支持名优白酒企业兼并重组。

实现“四个转变”

该《意见》提出，到2017年末，力争规模

以上白酒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00亿元，

比2013年增长40%。 继续稳固全国白酒产业

大省地位，保持全国白酒市场份额领先。

酒业家相关人士指出，该收入的提法意味

着四川省政府已大幅降低了对白酒产业的预

期。 据了解，在2012年四川省制定的白酒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打造宜宾、泸州

两个白酒千亿产业基地， 到2015年末规模以

上白酒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00亿元。

数据显示，2014年， 四川省白酒 （折65

度，商品量）产量349.97万千升，占全国总产

量的27.89%，同比增长5.57%。

此前，四川省省长魏宏表示，2014年以来

四川白酒行业通过转型升级，已步入稳定、健

康发展的轨道，去年四川累计生产白酒350万

千升， 同比增长5.6%； 主营业务收入1838亿

元，同比增长3.3%。

作为全国白酒大省，目前四川省拥有五粮

液、泸州老窖、沱牌舍得、水井坊4家白酒上市公

司。 同时还拥有剑南春、郎酒等知名白酒品牌。

在此轮白酒调整中， 川酒军团也受到不

小影响。 根据此前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2014

年中国酒业报告，从亏损情况来看，2014年亏

损的白酒企业亏损额最大的省份是四川，累

计亏损4.81亿元。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

数据，前述4家四川白酒上市公司中，2014年，

仅沱牌舍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正增长，

五粮液、 泸州老窖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出现

下降，水井坊去年则亏损4.18亿元，并因为连

续两年亏损而“披星戴帽” 。

业界认为，在白酒行业正在筑底，部分酒企

弱复苏的背景下，本次四川经信委意见的出台，

提出了四川白酒产业的发展目标和转型升级路

径，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推动川酒加速走出调整。

《意见》提出，四川白酒要实现“四个转

变” ：从注重高端向以高中低端兼顾的产品结

构转变； 从注重追求外观包装向注重产品质

量健康为主的功能定位转变； 从注重公务和

商务消费向以大众消费为主的市场定位转

变； 从注重追求高价格高利润向合理价值价

格回归的发展理念转变。

此外，《意见》还提出，通过简政放权、金

融支持、 舆论引导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保

障措施，为川酒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推动国企改革

白酒专家、 行意互动咨询董事长晋育锋

指出，该《意见》在鼓励外部资本投资四川白

酒产业、推进混改等方面值得关注，其他实质

性的措施并不多。

《意见》将推进股权多元化，提升管理能力

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提出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外部资本投资白酒产业，

丰富企业股权结构。同时，强化金融支持方面也

鼓励风险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白酒行业。

目前，4家四川上市公司中， 水井坊实际

控制人为全球洋酒巨头帝亚吉欧， 泸州老窖

此前在股权多元化方面也有一些尝试。 而包

括五粮液、 沱牌舍得在内的酒企的国有企业

改革尤为引人关注。

在此之前，沱牌舍得已多次尝试进行混合

所有制改革但均未能成功。 今年1月15日，沱牌

舍得公告， 大股东沱牌舍得集团70%股权以

12.19亿元的价格在产权交易所挂牌，沱牌舍得

实际控制人将因此发生变化。不过，该项转让最

终因为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而“告吹” 。但分

析人士认为，政府支持沱牌改制的态度不变，沱

牌进行国企改革的方向也不会变。

五粮液方面， 公司此前在下级公司的股

权多元化方面亦有一些尝试， 与包括长江资

本在内的3家投资公司共同出资1亿元设立宜

宾五粮液创艺酒产业有限公司， 五粮液持股

45%。 近日，五粮液股东大会上也传出消息，

五粮液集团内改革按照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

政府相关政策在积极推进， 目前正在做一些

新的方案，并正在稳健推进中。三季度二级子

公司会先动，推进混改，员工可能持股。

银河证券李琰认为， 从地方实施规划，集

团推进，股份公司预期管理体制和股权结构改

革的角度来看，包括五粮液在内的多个酒企已

具备国企改革条件，2015年有望预期兑现。

中信证券指出，2015年宜宾市拟再注白

酒行业5000万元， 或推动五粮液国企改革实

质进展。 2014年宜宾市财政安排了5000万元

名优白酒专项资金， 并注资5000万元设立酒

类专项融资担保，2015年拟将再注入5000万

元，同时搭建平台，解决酒企融资难的问题。

加快并购步伐

《意见》还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转型发展。 名优白酒企业的扩张以对现有普

通白酒企业兼并重组为主， 生产工艺以固态

酿造的推广应用为主。 同时， 支持企业走出

去， 鼓励名优白酒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建设

分装生产线等方式提高省外市场占有率。

业内指出，经过几年的调整，白酒行业已

经处于底部区域，并迎来了并购的合适时机。

四川省政府的该项表态有望进一步推动川酒

内部及对外并购动作的加快。

在此之前， 川酒龙头五粮液已先后在河

北以及河南收购了两家区域酒企， 分别为

2013年8月，五粮液以约2.55亿元并购河北永

不分梨酒业；2014年7月， 出资2.55亿元持有

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51%股份。

今年成都糖酒会期间召开的中国首届酒

业并购论坛上， 五粮液对外合作部部长刘国

强表示，五粮液在尝试了两次“走出去” 并购

之后，正在积极加快推进全国布局。 五粮液并

购的优势是品牌、技术、管理，关键是与当地

企业优势互补，做资源整合。

银河证券李琰表示， 随着白酒行业调整

接近底部，白酒企业在逐级挤压之下，不少三

线及地方小酒企已由早期的颓势步入破产的

边缘， 行业产能过剩导致的优胜劣汰大背景

下，强势酒企及产业资本开启了“淘货” 的好

时机，预计自2015年开始，白酒行业将迎来并

购潮，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5月百城住宅均价环比由跌转涨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指数研究院6月1日发布的《2015年

5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

告》显示，2015年5月，全国100个城市（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569元/平方米，环比

由跌转涨，上涨0.45%。 业内人士认为，2015

年，房地产政策将延续去行政、重市场的调控

思路，限购等环节有望进一步放开，地方政府

可能出台更多救市政策。

上涨城市数量增加

根据对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调查数据，

5月，48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52个

城市环比下跌。与上月相比，本月价格环比上

涨的城市数量增加9个， 其中涨幅在1%以上

的城市有8个，较上月增加2个；本月价格环比

下跌的城市数量减少8个， 其中跌幅在1%以

上的城市有17个，较上月增加3个。同比来看，

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均价与2014年5月相比

下跌3.73%， 跌幅较上月收窄0.73个百分点。

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均价为

19148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99%，涨幅较上

月扩大0.87个百分点；同比仍下跌，但跌幅收

窄1.13个百分点，至2.33%。

5月， 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均价环比由跌

转涨，上涨0.45%。从需求方面看，新一轮降息

为楼市回暖再增动力， 住宅整体成交量平稳

释放，不同城市继续表现分化；供应方面，随

着房贷利率创下新低，房企加速推盘，主要城

市推盘量继续上升。整体来看，在中央及地方

政府积极出台促需求、稳消费政策助力下，部

分城市楼市迎来“红五月” ，百城价格指数环

比止跌，同比跌幅收窄。

报告指出，展望未来，楼市整体回暖趋势明

朗，但部分城市库存压力较大。地方政府应根据

不同城市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差异化的楼

市政策，积极促进房地产消费。 同时，房企应继

续优化推盘与定价策略，积极去化库存。

救市政策频出

3月30日， 央行等部委下发房贷新政，明

确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 最低首

付款比例为20%；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

应购房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再

购买普通自住房， 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降至30%。 此后， 多地出台相应的执行细

则，包括济南、长沙、天津等多个城市5月以来

调整松绑公积金政策。从6月1日起，北京二套

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降至3成，公积金

贷款的认定执行“认房不认贷” 。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多

次降息下，公积金利率已经是历史最低，对购

房者的吸引力大涨。2015年来，全国已经有超

过百个城市发布了不同力度的公积金松绑政

策， 其中北京上海等超过30个城市还提及了

增加公积金贷款额度。整体看，公积金政策刺

激逐渐对市场增加影响。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不要低

估救市政策的力度，市场越差，救市的政策出台

会越频繁。 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的作用越来越

大。 各地都在最近开始调整公积金额度，主要原

因都是为了救市。 从目前市场看，公积金政策是

地方政府能够调整的最直接的购房工具， 对市

场有直接影响， 预计后期更多的楼市救市政策

会继续出台。 因为各地市场库存压力不同，从人

口流入看， 刺激政策对一二线城市影响相对较

大，三四线城市整体降温的趋势依然难以改变。

皇氏集团拟推“影视宝”平台

□本报记者 王锦

涉足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阵营再添一

家。皇氏集团6月1日晚间公告，拟以自有资金

出资，与苏宁军、江龙以及公司与暾澜投资发

起设立的杭州皇氏暾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共同成立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

司（简称“P2P公司” ）。该公司未来将运营包

括“影视宝” 等互联网金融平台，打造专注于

文化产业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此外， 皇氏集团因自5月29日起临时停

牌，公司称，对外投资事项仍在筹划中，股票

将继续停牌。

打造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根据皇氏集团公告，该P2P公司注册资金

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杭州皇氏暾澜投资合

伙企业持股51%，皇氏集团持股10%，苏宁军

持股30%、江龙持股9%。

公告显示，各方通过设立P2P公司，并以

该公司运营包括“影视宝” 等互联网金融平

台， 为包括影视在内的文化产业提供互联网

金融服务与支持， 打造专注于文化产业的互

联网金融生态圈。

据介绍， 该P2P公司总经理CEO苏宁军

曾任阿里巴巴数据仓库产品经理团队主管，

业务架构师，高级专家，数据化运营技术领域

带头人。

今年5月初，皇氏集团公告，拟使用自有

资金与暾澜投资成立 “皇氏暾澜新兴产业并

购基金” ，基金规模10亿元，分期实施。 皇氏

集团总出资6亿元，占60%。 该并购基金投资

方向涉及移动互联网+、智慧电商、互联网金

融、影视传媒、游戏娱乐、消费连锁和智能家

居等产业领域。 东方证券分析师指出，与暾澜

投资的合作有助于借助上市公司的行业经验

以及暾澜的专业投资能力， 为公司未来发展

储备更多并购标的。

推“影视宝”平台

对于本次设立P2P公司， 皇氏集团表示，

近年来， 公司一直积极推进企业转型和产业

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与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

的相结合、相促进，使之与公司现有业务及投

资的项目形成协同与互补， 进一步增强公司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公司看好互联网金

融产业发展的前景， 本次投资目的在于优化

公司产业结构， 实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快

速布局。

此外，公司称，P2P公司拟运营的“影视

宝” 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将为包括影视在内

的文化产业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持， 将进一

步拓宽影视文化公司的融资渠道和投资通

道， 有利于解决上市公司文化板块发展的

资金需求， 实现公司资源整合和业务能力

的提升。

结合公司资源平台目前储备的近500

多部原创IP及近百部精品影视剧版权的投

资需求， 预计2015年-2016年度，P2P公司

拟筹集约十多亿元投向影视文化行业，通

过影视宝众筹的方式解决影视剧制作的资

金问题，提高优质影视剧的出品量，同时也

提高社会关注度， 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

宏大爆破合设私募基金

□本报记者 王锦

宏大爆破6月1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温飞东等3名

自然人共同合资设立了“昌都市广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据介绍， 广宏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其中，宏大爆破现金出资300万元，占比30%；温飞东

现金出资200万元，占比20%；李文波现金出资250万

元，占比25%；肖方辉现金出资250万元，占比25%。 该

公司已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宏大爆破主营民爆器材产品、矿山基建剥离、整体

爆破方案设计、 爆破开采、 矿物分装与运输等服务领

域。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99亿元， 同比上升

15.08%；实现净利润1.66亿元，同比上升1.05%。

公司称， 广宏基金管理公司将作为系列基金发起

人，围绕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投资并购服务，协助公司完

善产业链，提升竞争优势。通过撬动产业基金拓宽公司融

资渠道，减少银行信贷压力和风险，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助

力，加速公司矿业一体化方案解决服务商战略的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工信部5月26日公布《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对民爆行业生产许可证进

行规范。业界指出，民爆行业由于其危险性，存在生产许

可、销售许可以及工程资质认证三重进入壁垒。 随着工

信部批准发布10项民爆行业标准， 民爆企业有望大幅

减少，行业现并购整合的机会，龙头上市公司望受益。

东源电器

拟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司

□本报记者 王锦

东源电器6月1日晚间公告，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南通东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据介绍，东源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以

自有资金根据实际需求分期到位， 占注册资本的

100%。东源新能源公司主要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关键

零部件项目， 包括先进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车载充电

机、大功率充电桩、风电光伏大容量储能电源等产品。

东源电器表示， 此次设立子公司将使公司进入新

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这一新兴产业领域， 满足新能源

汽车配套能力，从而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蓝思科技拟定增募资60亿元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蓝思科技6月1日晚间发布定增预案，拟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1亿股，募集不超过60.2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蓝宝石生产及智能终端应用项目、3D曲面玻

璃生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6月2日复牌。

公告显示， 蓝宝石生产及智能终端应用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34.02亿元，主要涉及蓝宝石晶片生产及智

能终端应用产品制造。 项目建成达产后， 具备年产

30000万片蓝宝石摄像头保护镜片、24000万片指纹识

别保护镜片和3000万片智能穿戴设备防护屏的能力。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完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为

67.8亿元，预计年净利润为11.16亿元。

3D曲面玻璃生产项目拟投资16.24亿元， 建成达

产后具备年产3D曲面玻璃2700万片的能力，项目建设

期为一年， 完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为20.09亿元，

预计年净利润为6.80亿元。此外，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

资金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通过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公司将

进一步开拓蓝宝石业务机会，延伸产业链，增加新的盈

利增长点；通过加大对3D曲面玻璃的生产投入，进一

步巩固公司在防护玻璃领域的竞争地位。发行完成后，

周群飞和郑俊龙夫妇合计持股比例预计将由89.17%

降至77.64%。

华山投资“间接举牌” 欧浦钢网

□本报记者 王锦

因筹划重大事项自5月21日起停牌的欧浦

钢网6月1日晚间公告， 其控股股东中基投资股

权结构变更， 华山投资将持有中基投资约19%

股权。 目前，中基投资持有欧浦钢网52.41%股

份，华山投资也将因此间接持有欧浦钢网股份。

华山投资入股中基投资

欧浦钢网公告称， 中基投资及其股东陈

礼豪、陈绍权于5月31日与北京华山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战略投资合作框架

协议》， 华山投资将分2-3期募集投资基金

（或信托计划） 对中基投资进行现金股权增

资。 增资完成后，华山投资及其关联公司将持

有中基投资约为19%股权。

目前，中基投资持有欧浦钢网52.41%股份。

本次控股股东中基投资的股权结构变更完成

后，欧浦钢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变。

据介绍，北京华山投资管理中心起源于民生

银行贸易金融家俱乐部（已更名华山俱乐部）。

该俱乐部是由民生银行贸易金融部发起，由21家

核心客户（资产之和达3000亿元）组成。 华山投

资的经营范围涵盖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并购与重

组、投资银行业务、财务顾问等企业增值服务。 华

山投资主要投资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的企业。

公告称， 华山投资项目主要来源于民生

银行优质的客户资源，券商、会计、律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源以及华山投资股东

的资源。 华山投资管理团队拥有多年的投资

管理研究和实战经验，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熟悉中国企业和市场的运作。

助力供应链金融

对于控股股东股权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欧

浦钢网称，本次战略合作设置2年过渡期，在过

渡期内， 华山投资将利用其丰富的金融资源，

帮助公司搭建连接供应商、终端用户和金融机

构的金融通道， 促进公司战略的快速发展；华

山投资将帮助公司引进和应用专业发展相匹

配的金融工具，包括融资租赁、并购基金、产业

基金、保理业务、资产证券化等；协助公司引入

专业高端金融创新人才；协助公司根据业务需

要建设和完成第三方支付平台。

公告显示，通过本次合作，华山投资将全

力协助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 全力推进以智

能物流体系为支撑，以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

服务为两翼，形成产融结合、三位一体、可持

续发展的金融服务型平台企业； 不断发掘和

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 充分发挥供应链

金融配套服务的协同作用， 巩固供应链管理

的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

此外，过渡期内或过渡期满后，双方将共

同制定公司3-5年发展战略，各方共同寻找合

适的战略合作伙伴， 由战略合作伙伴各方共

同制定公司发展战略。

拟定增募资6亿元

曙光股份拓展动力电池市场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曙光股份6月1日晚间发布定增预案，拟以6.99元/

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821.19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6.17亿元。 公司股票6月2日复牌。

公司此次定增对象为：中能投资、中投协基金、长

信基金-曙光1号（由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安吉

泰克、国润创投、胜辉投资、徐双全、王占国、和创软件。

值得注意的是，安吉泰克、国润创投、胜辉投资、徐双

全、王占国、和创软件以所持亿能电子合计42.215%股

权参与认购，中能投资、中投协基金、长信基金-曙光1

号则分别认购3.4亿元、0.7亿元及1亿元。

募投项目方面，公司拟投资7129.85万元收购亿能

电子28.208%股权；1亿元对亿能电子增资； 不超过

3.386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定增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亿能电子70.423%股权。

公告显示，亿能电子主要从事动力电池、储能电站

等大型电池管理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应用

于汽车制造、通信、高铁等领域，其2014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1.04亿元，净利润274.51万元。

根据业绩承诺，亿能电子2015年、2016年、2017年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1500万元、2900万元和4000万元。

曙光股份表示，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

件， 而电池管理系统对电动汽车的性能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公司拟以控股收购亿能电子为契机，将产业链

延伸至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市场， 进一步

完善公司新能源汽车研发与制造产业链， 在提高新能

源汽车产品性能的同时， 增加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的盈利点。

公司同时表示， 中能投资和中投协基金具有深度

新能源行业背景。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借助

中能投资和中投协基金， 谋求在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业

务中的合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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