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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聚焦服务实体经济

首钢集团优质资产将注入首钢股份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11月3日， 首钢基金总经理赵天旸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按照十九大会议

精神要求，在集团党委的领导下，首钢集团将增

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打造城市综合服务业。

“我们希望首钢股份的市值有一个持续上涨

空间，实现控股股东与投资人共赢。 ”赵天旸介

绍，首钢股份定位为钢铁、园区开发“双主业”并

行，集团内相关优质资产将通过首钢股份上市。

赵天旸还称，集团会把一些需要培育的资

产，仍需要整合海外资源为内地所用的资产，放

在香港上市。

发力城市综合服务业务

中国证券报：请介绍首钢集团城市综合服

务业务的情况？

赵天旸：首钢集团的资产体量超过了4500亿

元，连续六年跻身世界500强。 2014年以来，首钢

集团确立了“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发展战略定位，

通过打造全新的资本运营平台， 实现钢铁和城市

综合服务商协同发展。其中，城市综合服务业是首

钢集团自己设定的产业门类： 用已经积累的技术

资源去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将其

转换成好的商业盈利模式而形成的产业。

目前，首钢集团城市综合服务业务收入规模

跟钢铁板块相差不多， 包括以停车为主的基础设

施、环保产业、医疗健康服务、产业金融四大板块。

中国证券报：四大板块下辖哪些具体业务？

赵天旸：停车为主的基础设施板块，我们希

望通过国企的资源整合能力、资金整合能力和

技术能力，将城市打造得更为宜居便民。 具体

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停车智能系统动态定

价能力的建设，在拥堵或雾霾时自动调低停车

位的价格，缓解交通压力，鼓励绿色出行。

环保产业板块，首钢集团历来高度重视钢

铁生产中的环保技术。 为了将工业环保技术转

为民用，集团专门设立了环境公司，通过在钢铁

行业中积累的环保技术和经验，布局土壤修复、

垃圾处理等领域。 其中，垃圾处理业务的规模

较大，该业务目前一期已投入使用，承揽了北京

日常1/8的垃圾，二期投入以后将承揽北京1/4

垃圾的回收处理。

医疗健康服务板块， 首钢基金旗下首颐医

疗正在收购一些国企剥离的医院， 系统化改造

后，将极大提升医院的效率；同时，还积极和国

内外院校展开合作，在基因检测、专科领域展开

合作。 目前医疗健康服务年收入超过20亿元，全

国范围内年服务按门诊量计算已经超过200万

人次，其中约180万人次来自北京市。 此外，集团

还在高端养老和便民养老方面进行了布局。

产业金融板块， 首钢集团为华夏银行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0.28%，集团还参股了阳

光保险以及多家知名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 除

了保险牌照以外， 集团其他牌照基本上是齐全

的。 为了提升整个集团的资金效率，2014年集

团还拿到了财务公司的牌照， 把全集团资金做

了归集，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三去

一降一补”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

加大资产证券化

中国证券报：首钢集团是如何看待资本市场？

赵天旸： 首钢集团近年来加大了与资本市

场的结合力度， 认为资本市场是整个集团产业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于一个大型企业发

展来说，如果离开了资本市场，发展的速度和质

量都会降低；从资本的视角看产业，很多逻辑的

判断都会更为准确。

首钢集团在内地有首钢股份一家上市公司，

在香港还有首长国际、首长宝佳、首钢资源、首长

四方、环球数码创意、京西国际6家上市公司。 目

前，首钢集团的资产规模为4500多亿元，首钢股

份资产总值约1300亿元，集团所有上市公司市值

近1000亿元。 首钢集团作为一个传统企业，通过

近几年努力， 在资本化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展，

但和世界级企业相比， 资产证券化程度还是很

低。 今后集团将加大资产证券化的比例。

中国证券报：尽管还未明确“非钢”资产注

入计划，但从国企改革大背景出发，市场对于首

钢股份承接集团资产注入的预期较为强烈，请

问集团有何规划？

赵天旸： 首钢股份作为集团在内地唯一一

家上市公司，从2013年开始已经做了两次重大

资产重组，做了一次非公开发行的尝试，今年还

做了一次私募领域最大规模的可交换债，60亿

规模、利率不到1%，比同类债券低，实现了以较

低成本获得大额融资。

我们希望把首钢股份打造成首钢集团在内

地整体上市的平台，集团内相当部分优质（已

经实现盈利的）资产都会装入首钢股份。 首钢

股份的市值目前稳定在400亿左右， 我们希望

其有一个持续上涨的空间。 目前，首钢集团将

首钢股份的主业界定为双主业，一个主业是钢

铁，另一个主业是园区开发，园区开发包括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里的曹妃甸园区开发等。

中国证券报：对于首钢股份主业之外的资

产，集团有何资本化计划？

赵天旸：香港市场的政策与A股略有不同，

所以集团会把一些需要培育的资产，仍需要整

合海外资源为内地所用的资产，放在香港上市。

比如首长国际，我们专注做停车的基础设

施及旧改，首钢集团计划将旗下所有的停车资

产和团队放进去。 首长国际目前市值在45亿

-50亿港币， 未来希望做到300亿-500亿港币

的市值。 首长国际未来也可能计划收购境外拥

有先进技术和团队的停车公司。 此外，在金融

创新服务、汽车零配件、资源品类等产业方面，

首钢集团也都在香港市场进行了布局。

只要是未上市的新产业，首钢集团都会主动

引进全国乃至全球最顶级的投资人进来，相当于

把我们的股本金通过市场化、 资本化不断放大，

而顶级投资人也同时会带来优质资源，这样既降

低了我们的负债率，又切实推动了产业发展。

中国证券报：首钢集团如何通过资本运作

的手段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赵天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还是要

提升效率，我们投资的钢铁电商企业，以及帮助

效率提升的一些投资， 都是对于政策的践行；首

钢集团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大幅度降低了负债

水平和负债成本，有助于去杠杆；首钢集团去产

能同时发展新产业，比如说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国

际原来主业是钢铁，钢厂关闭以后，如今把停车

产业植入，实现减产能的同时又拓展了新产业。

投资聚焦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证券报：首钢基金投资目前的关注重

点在哪些领域？

赵天旸：首钢基金的投资是服务于集团战略。

集团2014年开始加大基金投资力度，加速培育新

产业。 新产业与钢铁在好的周期环境下， 收益更

多；如果钢铁环境不好，对于公司而言有个对冲。

目前，首钢基金投资也聚焦在四大领域，分

别是停车、医疗、体育和供应链。

体育方面，我们密切配合首钢体育公司，组

建专门的体育投资团队，发掘成长期企业。我们

认为体育场馆规划、 较为成熟的赛事IP等具备

一定的投资价值。 其中，在赛事IP方面，我们将

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公司的二股东。

供应链方面，这个领域基于B2B效率的提升，

是未来市场发展非常需要的。目前，通过互联网与

实体经济结合， 形成一个效率提升的业态， 或者

说， 把原来传统业态进行升级， 是蛮有市场空间

的。在钢铁电商领域，两家龙头公司我们都有参与

投资。 一家是找钢网，我们是最大的机构股东；第

二家是欧冶云商，我们占5%股份，还有董事席位。

这两家公司今年总收入规模有望超过1500亿元。

首钢基金还积极支持双创事业， 成为了一

家投资了经纬创投、红杉、真格等二十多家知名

基金公司的市场化母基金。另外，集团旗下还有

北京最大的创业孵化器创业公社，在北京有20

多万平米的空间，每年服务6000个中小企业。

中国证券报：首钢基金的投资逻辑是什么？

赵天旸：首钢基金基本的投资核心逻辑有两

条：一是投不变的、持续存在的产业，二是投能提

升效率的产业。 我们之所以聚焦刚才说的几个行

业，也是基于“不变”和“效率”的逻辑。比如停车

场，尤其是高使用频率的停车场，十年之后应该还

会更多，并进一步优化。 医院、供应链、体育，包括

集团关注的环保等领域，都是基于这个投资逻辑。

在首钢基金的投资生态系统中， 对企业不

同阶段有不同策略。具体看，初级阶段企业我们

通过创业公社来培育， 为企业提供服务获取股

权；接着，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获取企业部

分股权；之后，通过母基金形式投资；再之后，参

与大型项目的后期融资， 类似于对找钢网等平

台的“主赛道” 投资；最后，首钢基金作为上市

公司的参股股东，参与其战略重组。

10月挖掘机销量持续高增长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11月7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

会披露统计数据，10月份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

品10541台，同比增长81.2%。挖掘机销量仍然保持

高速增长，但环比略有下滑。分析师表示，高增长主

要还是与基建、地产投资景气、出口增加因素等相

关，销量环比下滑或是受去年高基数影响，预计未

来两个月，挖掘机销量将保持较平稳增长。

销售持续高增长

数据显示，10月份，国内市场各类挖掘机械

产品销量（不含港澳台）为9661台，同比增长

80.8%；出口销量871台，同比增长84.9%。

分机型来看，10月份大挖销售1538台，同比

增长97.7%；中挖销售2507台，同比增长126.1；

小挖销售5616台，同比增长62.5%。

1-10月累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 品

112476台，同比增长98.2%。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不含港澳台）104952台， 同比增长106.5%；出

口销量7478台，同比增长27.5%。

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10月挖掘

机销量持续高增长原因主要还是受基建、地产投

资、矿山开采高景气度及出口增加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挖掘机销量增长环

比出现了下降，下滑了15.3个百分点。对此，分析

师表示，环比下滑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去年四季度

基数高。 此外，环保限产等因素可能也会带来一

定影响。 总体看来，10月的挖掘机销量绝对值数

据还是亮眼的，说明经济需求还是较好，单月数

据并不足以判断是否面临拐点。

龙头集中度提升

上述分析师表示，预计11月、12月挖掘机销

售量不会有太大变化，将延续较高增速。

挖掘机协会预计，2017年挖掘机销量有望超

13万台，同比涨幅超过80%。 协会认为，未来三

年，得益于宏观经济的企稳反弹，换新需求的集

中释放和工业企业效益回升，市场将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 但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和环保政策，

将给挖掘机械行业发展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综合

来看，挖掘机协会预计2018年-2020年挖掘机械

销量在12万-16万台范围内，市场整体趋于平稳。

销量高增长的背景下，龙头企业的市场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三一、卡

特彼勒和徐工占据国内挖掘机市场销量前三位。

三一重工1-9月份销售挖掘机22343台，同

比增长125.1%，市占率为21.92%。 其中，第三季

度三一重工销售挖掘机6189台， 同比增长

130%，市占率提升至23.03%。

中泰证券分析师指出，自2012年以来，工程机

械行业经过5年的持续深度调整，部分缺乏核心技

术与竞争力的中小品牌企业退出市场， 行业总体

呈现市场份额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趋势， 龙头企业

竞争优势凸显。 中长期来看，中泰证券预计，挖掘

机行业龙头2018年-2019年业绩将持续向好。

正平股份

波纹钢管（板）项目投产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宪

日前， 正平股份年产5万吨波纹钢管

（板） 项目投产庆典仪式在海东正平管廊设

施制造有限公司举行。 正平股份总裁金生辉

表示， 该项目是正平股份在设施制造领域着

力布局和打造的核心品牌和项目， 是顺应国

家发展趋势，落实“四商兴正平”战略部署的

重要实践， 其主要产品为波纹钢管、 波纹钢

板、钢型桥梁，具有节能环保、造价低、去产能

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道路、地下管廊、海绵

城市等领域，拥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据了解，波纹钢管（板）是以热浸锌金属

钢板为原材料， 通过冷轧工艺加工而成的新

结构基础设施材料。经过压波后，其强度在原

有的基础上提升30倍，并具有柔性好、使用

寿命长、施工工期短、环境亲和度高以及建设

成本及维护费用低等优点。 可广泛应用于城

市供、排水及地下综合管廊、公路涵洞、大型

拱形厂房、城市海绵体等设施建设，具有较强

的抗变形能力和抗震性能， 能有效防止温度

应力变形、裂缝等通病。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可实

现5万吨波纹钢管（板）的生产，包括1条年产

2万吨的波纹钢管生产线、1条年产2万吨的波

纹钢板生产线、1条年产0.5万吨的钢桥生产

线和1条年产0.5万吨的压力容器生产线。

中关村

上市公司总市值近5万亿

□

本报实习记者 杨洁

在近日召开的中关村模式高峰论坛上，

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科兴控股董事长

尹卫东介绍，得益于创新与资本双引擎驱动，

314家中关村上市企业总市值已接近5万亿，

接近整个北京市GDP的两倍。

据统计，截至2017年10月底，中关村上

市公司总数达314家。 其中， 境内上市公司

218家，境外上市公司96家。 2013年以来，中

关村上市公司总市值以50%以上年均增长率

持续增长。

尹卫东认为， 中关村上市公司发展过程

中有两个突出的驱动因素： 一是高强度的研

发创新投入，二是大规模的投融资助力。

据了解， 中关村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已连

续六年大幅上涨， 增幅远远超过全国财政科

研经费和北京市科技经费投入的增幅。 2016

年， 中关村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285亿

元， 较2015年增长57%， 平均研发强度为

4.4%， 高于同期A股上市公司2.24%的平均

研发强度。尹卫东介绍，研发强度10%以上的

企业有68家，占比近三成，基本达到国际高

科技领先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在投融资方面，2016年中关村上市公司

运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多种融资渠道，实

现净融资额2465亿元， 较2015年上升79%；

实现净投资额4075亿元， 较2015年上涨了

104%。 同时，中关村上市公司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总额达到8250亿元，同比增幅为64%。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保证了产品质量水

平和毛利率增长，有利于企业获得资本市场认

可，带动进一步投融资，进而再度增加研发强

度，形成了一个良性放大的循环。 ”尹卫东表

示，2016年中关村上市公司总体营收达到

34843亿元，同比增长49%，平均毛利率19.4%。

皖能电力

竞得徽商银行1亿股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皖能电力11月7日晚公告称， 公司参与

了海泰置业持有的徽商银行内资股1亿股竞

拍，以人民币3.9亿元竞得上述股份。 本次竞

拍成功后， 公司持有徽商银行1.1亿股股份，

占比0.995%，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

持有徽商银行10.668394亿股， 占比9.65%。

公司表示，战略增持徽商银行股权，提高金融

资产比重， 有利于公司形成能源+金融的产

业结构，开辟利润增长点，对公司未来发展有

积极促进作用。

会稽山

拟发行7.35亿元可转债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会稽山11月7日晚公告称， 拟公开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73500万元（含）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为自发行

之日起六年，利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

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扣除发

行费用后， 用于收购绍兴咸亨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100%股份。

公告表示， 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经营能力，促进公司业务的协同发展，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及综合竞争实力。

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

山西多家公司控股股东股权集中无偿划转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11月7日晚，阳泉煤业、大同煤业、潞安环

能、西山煤电、山煤国际、阳煤化工、山西汾酒、

太钢不锈、太原重工、ST三维、蓝焰控股、太化股

份、通宝能源、国新能源等14家公司同时发布了

《收购报告书摘要》。

根据收购报告书，山西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上

述上市公司相关控股股东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山西

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导致山西省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相关上市公司30%

以上的股份。 本次收购已获得山西省国资委批准。

本次划转完成后，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在上述公司中的比例超过30%，触发全面要约收

购义务，需向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另外，山西焦化、南风化工、漳泽电力当晚也

同时发布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山西

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上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相

关股权无偿划转至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导致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上述上市公司部分股份。 本次权益变

动已获得山西省国资委批准。

收购报告书显示，山西省国资委代表山西省政

府授权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对所出

资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山西省国资委为山西省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业务以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及相关业务为主，具体负责国有股

权持有、投资及运营，资产管理及债权债务重组，企

业重组及产业并购组合，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

托管、收购、处置等。

根据收购报告书，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发展山西经济的决

策部署，以促进国有资本、资金和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统筹推进国有企

业重组改制进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确保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降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促进山

西省新兴产业和潜力替代产业发展壮大为目的，

通过对山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筹组成立

的省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山西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管资产” 向

“管资本”的重要转变，是山西省省委省政府贯彻

落实党中央深化国企改革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半导体行业景气将持续

□

本报实习记者 崔小粟

日前，国内最大的分立半导体器件制造商乐

山无线电发布提价公告函称，12月1日起对产品

价格在当前售价基础上调10%以上。 据了解，由

于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加上市场需求旺

盛，今年以来半导体器件行业景气持续。

进入国产替代进程

半导体分立器件作为介于电子整机行业以

及上游原材料行业之间的中间产品，是半导体产

业的基础及核心领域之一。 新能源汽车作为分立

器件最大的应用领域，单台用量成本已达到2567

元，是传统汽车用量的5倍以上。 目前，我国是全

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到2020年累计产销量

目标超过500万辆。 随着汽车电子化和智能驾驶

的快速发展，未来半导体需求将呈爆发态势。

半导体行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受国家战略

支持。 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成立。 截至2016年，基金决策投资43个项目，覆

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等芯片全产

业链，累计项目承诺投资额达到818亿元，实际

出资超过560亿元。 2015年出台的《集成电路产

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集成电

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全行业

销售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20%，达到9300亿元。

我国半导体行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2016年，产业销售额达到4335.5亿元，同比增长

20.1%。 2017年一季度实现销售额2201.3亿元，

同比增长19%，远高于全球1.1%的增速。

而且， 半导体产业逐步进入国产替代进程。

预计2017年-2020年间投产的半导体晶圆厂有

26座位于中国，占全球新增比例42%。

华泰证券分析认为，物联网、汽车电子的发

展将带来巨大新兴市场需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

下游需求和加工市场，依托政府政策支持，我国

半导体行业将在未来10年迎来快速发展， 半导

体板块将孕育A股科技龙头。

上市公司加码布局

在57家半导体产品和设备的上市公司中，

2017年前三季度有53家盈利， 盈利超过亿元的有

30家，其中，三安光电、隆基股份盈利超过10亿元。

而且，57家公司中有29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净

利同比增长超40%，其中，15家公司增长超100%。

随着半导体国产化浪潮来袭，多家上市公司

迎来产业布局。 晶盛机电10月12日发布公告称，

与中环股份、 无锡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在宜兴市启动建设集成电路用大硅片生产

与制造项目，项目总投资约30亿美元，一期投资

约15亿美元。

扬杰科技近日也发布公告，拟现金收购成都

青洋60%股权。成都青洋是国内半导体单晶硅加

工企业， 具备年产1200万片8英寸以下直拉、区

熔、中子嬗变掺杂处理等单晶硅切片、磨片和化

学腐蚀片的生产线，客户包括株洲中车、通用等

国内外企业。

联讯证券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实

力不断增强，依托全球最大的市场以及上下游产

业链的协同，国产替代会从低端开始，逐步向中、

高端进军。由于中国市场在AI、汽车智能化、5G、

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存在结构性机会，新兴领域产

业将带动AI芯片、FPGA、GPU、MCU、功率放大

器、存储器、CIS芯片等需求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