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家房企拟海外融资

□

本报记者 董添

多家房企近期发布融资

方案， 融资手段包括增发H

股股份、 境外发行公司债

等。 部分公司融资额达100

亿元。 Wind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 仅A股上市房企就有

超过30家发布了美元债券

融资方案， 不少公司融资成

本超过10%， 有的公司甚至

达到13.25%。 业内人士指

出， 目前房企处于还债高峰

期，预计2019年这种情况会

更加严重。 国内融资渠道收

窄， 于是房企业纷纷跑往海

外市场融资。

利率普遍较高

富力地产日前公告称，

拟增发不超过8.06亿股H股

股份，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资本金。 此次融资规模近

100亿元。 这是公司自上市

以来首次进行增发股份。 半

年报显示， 上半年公司负债

总额高达2703亿元， 净负债

率达到187%。截至2018年三

季度， 富力地产负债再创新

高，达到2863亿元。此次增发

股份有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

债率。

从近期发布的融资方案

看，利率普遍较高。 以中国恒

大为例， 公司11月19日早间

公告，拟增发美元优先票据。

该票据将由天基控股在境外

运作的若干其他附属子公

司， 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担保。 公司表示，拟增发票据

是在一宗2020年到期， 本金

为5.65亿美元的票据基础上

增发，原票面利率为11%。

11月19日晚间， 华夏幸

福公告称， 公司境外间接全

资 子 公 司 CFLD� （CAY-

MAN） INVESTMENT�

LTD. 依据美国证券法S条

例， 在2017年发行的高级无

抵押定息债券基础上， 按该

债券相同的条款及条件，向

境外专业投资人增发5000

万美元的高级无抵押定息债

券。 本次发行的债券由公司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

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票面

利率为6.5%，2020年12月21

日到期。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 超过30家A股房企发布

了美元债券融资方案。 不少

公司美元债券融资成本超过

10% ， 有的公司甚至达到

13.25%。

还债高峰来临

值得注意的是， 长租房

领域融资较多。 以葛洲坝为

例，公司11月19日晚间公告，

其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住

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获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 批复显示，

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8亿元

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诸葛找房首席分析师陈

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目前处于房企还债高峰期，

2019年以及2020年还债压力

将更大， 预计2019年房企还

债规模超过4000亿元，2020

年超过5200亿元。 房企发展

本身就追求高周转。 随着地

价不断提升， 企业盈利能力

下降， 需要通过扩大规模来

维持盈利增长。 但市场发展

不及预期， 有的房企回款困

难， 于是通过借贷以保证发

展规模和速度。

陈雷指出， 从目前情况

看，房企国内融资渠道受限，

于是纷纷跑去海外市场融

资。 但海外市场融资利率一

般要比国内融资高不少。 不

少房企本身负债率高， 使得

融资信用评级受到一定影

响，进一步推高了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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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拟启动近400亿元跨境并购

加码血液产业链布局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11月22日晚间，上海莱士公告，拟暂时

放弃收购英国Bio� Products� Laboratory�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简称“BPL” ），

原定收购德国Biotest� AG公司 （简称

“Biotest” ）的计划继续进行。 同时拟向西

班牙Grifols,� S.A.公司（简称“基立福” ）

发行股份以换取其全资子公司Grifols� Di-

agnostic� Solutions� Inc.（简称“GDS” ）

100%股份。 上海莱士表示，因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发生变化，且为跨境并购，重组

工作复杂，经向深交所申请，11月23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并购两大国际龙头公司

根据公告，Biotest拟作价约5.89亿欧

元 （折合约48亿元人民币），GDS的100%

股权拟作价约50亿美元 （折合约343亿元

人民币）。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规模近400亿

元人民币。

重组标的资产原为控股股东科瑞天诚

旗下子公司天诚国际100%的股权，其下属

核心资产为英国BPL及德国Biotest公司，

均为血液制品生产及销售企业， 主要有人

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三大类产

品。 BPL所持有的全部血浆站均位于美国，

但BPL所申报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CFIUS）审查迟迟无法获得明确结论，且

能通过审查的不确定性较高。 公司会同中

介机反复沟通，经审慎判断，认为BPL暂不

具备按计划时间表装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因此，公司拟暂时放弃收购BPL，继续收购

Biotest。 同时，上海莱士拟向西班牙基立

福发行股份以换取其全资子公司GDS的

100%股份。

资料显示， 两大并购标的均为血液制

品产业链知名龙头企业。 Biotest在德国、

匈牙利和捷克共拥有19家浆站， 在德国黑

森州德赖埃希总部现有一座血液制品工

厂。 Biotest现有产能1300吨， 在建产能

1400吨， 并计划于2019或2020年投产，产

品线将新增IgM和纤维蛋白原2个重磅产

品。 同时，公司拥有全球销售网络，在70个

国家建立了直销/分销网络，产品销往74个

国家。

基立福是全球血制品三巨头之一，

GDS作为基立福的全资子公司， 是一家专

业从事免疫检测设备和试剂生产的血液检

测公司。 GDS主要业务涵盖输血医疗中的

核酸检测、免疫抗原和血型检测，主要客户

为美国知名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 主要在

北美、欧洲、亚洲和中东等地区销售，中国

也是GDS主要的市场之一。

通过发行股份收购GDS， 上海莱士将

引进国际血液制品行业龙头基立福作为重

要战略股东。 资料显示，2010年以来，在血

制品年营收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CSL、

Baxalta和Octapharma的增速都和行业

6%相差不大， 但基立福却达到30%以上。

高增长得益于2011年其对美国Talecris�

Biotherapeutics的并购以及 2014年对

Norvatis输液诊断资产的收购， 使得基立

福跻身血制品行业前三行列。 在静丙和

A1PI等领域， 经过并购后的基立福均取得

市场占有率第一位置，2015年采浆量超过

8000吨，超过中国所有企业的总采浆量。

投资重点回归血液制品主业

对于这两笔收购，上海莱士表示，在扩

大血液制品生产规模和提高质量的同时，

期望能够实现对血液检测等产业链上下游

整合的目标。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一方面通

过获取Biotest的血液制品相关运营资产

提高市场规模， 另一方面通过获取GDS股

份开拓血液检测市场， 扩大企业的产业链

覆盖。

据公司介绍， 基立福在专注血制品行

业的同时，更注重发展协同的器械产品。 其

诊断器械业务主要集中在血液的采集、检

测、血型的确定和输注时的可溯性上，基本

覆盖了整个产业链。 加上医院器械业务生

产的包装袋和输液器械等， 基立福在血液

和血浆的采集和使用上实现了全面覆盖。

GDS主要业务涵盖输血医疗中的核酸检

测、免疫抗原和血型检测。 作为上海莱士血

制品业务的下游厂商， 与上海莱士血浆采

集业务具有高度的协同性。

通过这两笔重量级收购， 上海莱士表

示，意欲将投资重点回归血液制品主业。 财

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4.09

亿元，同比下滑3.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2.93亿元，同比下

滑237.5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08亿元，同比下滑16.76%。 亏损主要系证

券市场波动带来的证券投资损失。

公司此前在2018年1-9月证券投资情

况专项说明中表示， 计划未来不再增加新

的证券投资， 原有的证券投资将在适当时

机逐步退出。 公司的战略和发展将聚焦于

血液制品主营业务的深耕和精琢。 据公司

有关人士透露， 公司已在逐步清理相关证

券投资。 截至目前，仅持有少部分仓位，未

来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

国资驰援民营上市公司热度不减

□

本报记者 江钰铃

国资战略入股民营上市

公司成为近期热点。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1月

以来， 沪深两市新增20余起

国资入股民企的案例，近期包

括农业、交通、计算机等国家

战略性产业的民营上市公司

纷纷获得国资战略性入股。

热度不减

梳理发现，11月以来涉

及国资入股的21家民营上市

公司中， 过半是为了解决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股权高质押

出现的流动性风险。 其中，精

艺股份、亿利达、欧浦智网、

中元股份、回天新材、利德曼

等公司涉及实控人可能变更

的情形。

以利德曼为例， 公司11

月9日公告称，控股股东北京

迈迪卡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迈迪卡” ）拟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将其持有的1.26亿股公

司股份转让给广州凯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转让总价为

9.8亿元。 凯得科技实控人为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交易完成后，利德曼将

变身为国资控股企业。

据利德曼此前公告，截

至10月8日，利德曼控股股东

迈迪卡的股权质押率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44%，

占公司总股本的29.81%。

债务逾期、 部分银行账

户被冻结和强制划扣的欧浦

智网迎来了“白衣骑士” 。 11

月10日，欧浦智网公告称，公

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

员陈礼豪与广东顺控城投置

业有限公司（简称“顺控城

投置业” ）签署了《承债式资

产收购框架协议》，中基投资

及陈礼豪与顺控城投置业签

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之补

充协议和 《表决权委托协

议》。顺控城投置业为佛山市

顺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

公室旗下企业。

受多重因素影响， 市场

大幅调整股， 民营上市公司

重要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风

险或公司资金链出现紧张的

情形骤增。 在此背景下，深圳

国资委于10月率先打响驰援

上市公司第一枪。 11月1日民

营企业座谈会之后，北京、上

海、 广东等至少13个省市通

过设立纾困基金等形式驰援

上市公司。 据中国证券报记

者统计， 截至目前， 各地政

府、保险机构、券商等成立的

纾困相关产品总规模超过

2000亿元。

战略入股

据市场人士透露， 在帮

助上市公司脱困的同时，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对于符

合国家战略性产业政策、发

展前景良好的民营企业，国

资会选择“入而不控” ，通过

自身资源助力民营企业更好

发展。

11月以来，国资战略性入

股的案例明显增多。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11月22日，本月已

有10家民营上市公司披露了

国资战略性入股的相关公告。

其中， 中化集团入股种

业公司荃银高科并成为其第

一大股东； 广州轨道交通产

业投资发展基金入股轨道设

备商鼎汉技术； 润和软件则

获南京国资混改基金入股；

全通教育则获得中山市国资

委旗下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战略投资。 此外，水

晶光电、 智慧松德、 齐心集

团、 天邦股份等都获得地方

国资战略入股。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国资选择战略入股的标准主

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

战略性产业政策； 其次则是

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表现不

错，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此

外， 上市公司为所处行业或

地方的龙头企业。

以荃银高科为例， 公司

11月15日晚间公告称， 央企

中化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化现

代农业拟受让公司多名股东

的部分股权， 成为荃银高科

第一大股东。

业内人士表示，在市场协

同方面，中化可以借助荃银高

科在种子领域的优势进一步

完善自身的农业服务产业平

台。而荃银高科则可以借助中

化的资源和平台优势，提升自

身市场影响力，加快公司既定

战略的推进实施。

11个交易日10个涨停后

光洋股份股东拟减持5.71%股份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光洋股份11月22日晚间公告， 持股

8.63%股东当代科技拟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

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5.71%公司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近11个交易日，光洋股

份录得10个涨停。而在2017年1月和8月，公

司第三大股东当代科技曾披露清仓式减持

计划。 或许因为股价下行，上述减持计划期

满未能实施。

股价大涨

公告显示， 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4044.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3%。 股份

来源是IPO前取得的股份，减持目的是自身

发展需要。按照11月22日收盘价12.94元/股

计算，套现规模约3.47亿元。

如果按照上限完成减持，当代科技仍

持有公司1365.37万股， 将根据自身发展

需要择机减持股份。

11月11日晚间，光洋股份公告称，东方

富海拟12亿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光洋控股

100%股权，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陈玮将替

代程上楠为公司实控人。 自11月8日起，光

洋股份11个交易日已经录得10个涨停。

对于东方富海入主光洋股份，市场普遍

猜测其目的是借壳。 公告显示，东方富海通

过收购光洋控股， 从而间接持有光洋股份

1.39亿股，平均每股成本约为8.64元，较公

告前一交易日溢价约41%。

公开资料显示，东方富海是知名创业投

资管理公司，先后参与投资华锐风电、利亚

德和文科园林等上市公司。东方富海自成立

后累计管理基金规模超过200亿元，目前已

投资项目超过360个。 其中，71个项目通过

上市、并购等方式退出。

业绩不佳

光洋股份于2014年登陆A股。 作为一

家从事汽车精密轴承制造的企业， 光洋股

份的经营业绩不佳。 财报显示，上市后的4

年，光洋股份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仅1.77亿

元。2015年至2017年，光洋股份营收增速分

别为-12.58%、104.50%和31.31%，而同期

扣非净利润增速则为-24.21%、17.98%和

-97.46%。

2015年2月，光洋股份作价5.5亿元收购

天海同步100%股权。 业绩承诺方面，天海

同步2015至2017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160万元、5408万元和7031万元的。 年报

显示，天海同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分别为3880.49万元、5261.54万元、4488.16

万元，三年均未完成业绩承诺。 2017年，光

洋股份为此计提商誉减值3339万元， 导致

净利润大降八成。

值得注意的是， 光洋股份此次 “易

主” 早有信号。 2017年4月限售股解禁后，

光洋股份分别在2017年4月、2017年7月、

2018年1月三次披露实控人程上楠减持计

划。 程上楠于2017年9月5日至12月12日

实施了4次减持操作，共减持3.25%股份，

套现近亿元。

今年6月20日，光洋股份公告称，光洋

控股将分立为存续光洋控股和程生控股。公

告显示，光洋控股的所有职工以及全部债权

债务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害赔偿的义务

和经营结果均由程生控股承继；而存续光洋

控股则成为一个持股平台。

股权转让一波三折

雷科防务控制权走向扑朔迷离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雷科防务11月22日早间公告称， 大股

东常发集团向青旅中兵转让其持有的雷科

防务5.06%股权协议终止。 同时，常发集团

与翠微集团、五矿信托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仍然有效。股份转让完成后，翠微集团、五矿

信托将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值得注

意的是，早前五矿信托与青旅中兵拟以信托

和私募基金方式受让股份， 背后实控方不

明。 更蹊跷的是，青旅中兵已设立好相应私

募基金，至于为何中途退出不得而知。

雷科防务控制权去向亦受瞩目。 7月12

日， 公司第二大股东贵州外滩安防设备有

限公司（简称“外滩安防” ）所持股份被司

法冻结。 次日，公司管理层连忙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合计持股9.65%。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外滩安防持股

（占公司总股本约8.55%） 将于12月10日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随着常发集团相关持

股完成转让，外滩控股持股被拍，雷科防务

股权将更加分散， 控制权所属将变得扑朔

迷离。

青旅中兵终止受让

常发集团的股权转让可谓一波三折。

9月16日，常发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 （占公司总股

本的16.74%）转让给北京青旅中兵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青旅中兵” ）等企业，

并已初步达成意向。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公司当

时称，受让方涉及国有企业。

根据雷科防务10月9日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常发集团10月8日分别与北京

翠微集团（简称“翠微集团” ）、青旅中兵、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简称 “五矿信

托”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常发

集团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1.91亿股

雷科防务股份分别转让给翠微集团、 青旅

中兵、 五矿信托。 其中， 转让给翠微集团

7613.5 万 股 （占 雷 科 防 务 总 股 本 的

6.68%），转让给青旅中兵5763.83万股（占

比5.06%），转让给五矿信托5700万股（占

比5%）。

除了翠微集团作为北京国企外， 青旅

中兵、五矿信托的接盘性质值得玩味。 央企

五矿集团旗下的五矿信托作为受托人拟设

立 “五矿信托-恒信日鑫8号-中原强兵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简称“信托计

划” ），拟以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受让常发

集团持有的雷科防务股份。 同样，拥有央企

背景的青旅中兵并非自身参与承接股份，

而是作为受托人拟设立 “青旅中兵军工精

选私募投资基金”（简称 “军工精选” ），

以基金产品募集资金的方式受让。 披露权

益变动公告时， 上述信托和私募基金均未

成立。

在北京一位资深信托人士看来， 要判

断接盘方性质还要看青旅中兵、 五矿信托

背后出资方。 “信托大多数和公募基金一

样，钱都是客户的，操作也由客户处理，都

在信托合同中作了约定。 ”

雷科防务于11月20日和22日披露的五

矿信托和翠微集团简式权益变动显示，青

旅中兵与常发集团终止了受让协议。 值得

注意的是， 青旅中兵10月9日设立军工精

选，并于10月17日完成备案。尽管受让未能

成行， 青旅中兵总经理田有农已于10月16

日进入雷科防务董事会， 与其一道进入的

还有翠微集团总经理匡振兴。

二股东股权遭拍卖

大股东股权转让不畅， 二股东外滩安

防的日子也不好过。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外滩安防所持的

9342.29万股将被司法拍卖。 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2月10日10时至

2018年12月13日10时止展开网络司法拍卖

活动，起拍价为6.17亿元，保证金为3082.95

万元。 执行裁定书显示，申请执行人为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渤海信

托” ），被执行人外滩安防、外滩控股集团、

忻翀杰。

对于外滩安防被拍卖股份， 雷科防务

此前披露，公司7月11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到

外滩安防持有的公司股份9342.29万股被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同时，

外滩安防持有的公司657.71万股也被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冻结原因与资金借贷有关。 雷科防务

今年3月披露，华融华侨通过渤海信托设立

的“渤海信托·雷科防务股票收益权单一资

金信托” 受让外滩安防持有的公司1亿股股

票收益权，受让价款6.5亿元，信托期限3个

月（至2018年3月10日）。 外滩安防以其持

有的雷科防务1亿股提供质押担保。 合同约

定外滩安防到期回购， 但外滩安防并未到

期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回购价款。

对此，外滩安防在其网站声明，此次股

票收益权融资标的信托到期前， 已做好清

偿标的信托融资款项相关准备， 但由于减

持新规限制和股票停牌等原因， 造成与公

司合作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审批速度延迟，

这才导致公司违约。

控制权去向不明

2017年年底，常发集团将9.07%股权转

让给外滩安防，持股降至17.3%。 雷科防务

认定公司已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随

着常发集团相关持股完成转让， 外滩控股

持股被拍，雷科防务股权将更加分散，控制

权所属将变得扑朔迷离。

雷科防务目前股权结构与业务调整以

及常发集团淡出董事会有一定关系。

雷科防务2010年上市， 公司原从事冰

箱、空调用蒸发器和冷凝器的生产。 后续通

过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主业变更为军工电

子信息。 2015年6月， 公司完成理工雷科

100%股权的收购， 进入军工电子信息产

业。 为集中力量打造军工电子信息产业，

2015年12月， 公司向控股股东常发集团出

售与制冷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2016年2月，公司完成成都爱科特70%股权

的收购，公司军工电子信息产业新增通信、

雷达用微波信号分配管理及接收处理业

务。 2016年7月，公司完成对西安奇维科技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公司在嵌入式

计算机、固态存储等领域实现扩张。

在目前雷科防务董事会成员中，除4位

独董及拥有翠微集团、 青旅中兵背景的两

位董事外，戴斌、刘峰、刘升、高立宁、韩周

安均为并购标的公司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雷科防务7月12日

披露外滩安防持股被司法冻结后， 次日公

司高管就结成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刘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刘升、董事

兼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高立宁、 董事兼副

总经理韩周安以及北京雷科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北京科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 北京

雷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科雷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分别为刘峰、高立宁。 上述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9.65%。

如果常发集团持股全部如数获得转

让， 雷科防务高管组成的一致行动人无疑

成为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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