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叉持股深度捆绑利益

北汽集团收购戴姆勒5%股份

□本报记者 崔小粟

7月23日，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汽集团” ）宣布，为加强双方长期战略合作，投资戴姆勒股份公司（简称“戴姆勒” ），目前持有戴姆勒股

份公司5%股份。 本次交易包含2.48%的直接持股以及获得额外等同于2.52%股份投票权的权利。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交叉持股让北汽集团和戴姆勒进一

步形成深度利益捆绑，未来双方合作将更加紧密。

成为戴姆勒第三大股东

戴姆勒方面确认，北汽集团通过其100%控股子公司Investment� Global� Co.� Ltd.购买了戴姆勒股份公司约5%股份，并表示“戴姆勒欢迎北汽集团的

投资” 。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康林松表示，很高兴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北汽集团现在成为戴姆勒的长期投

资者。 中国市场在销售、产品开发和生产领域都是我们现在及未来成功至关重要的支柱。

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表示，北汽集团与戴姆勒秉承互信、互惠原则，已有十余年的合作历史，业绩卓著。 通过对戴姆勒投资，加深双方

合作伙伴关系一直是北汽集团的意愿。 投资戴姆勒公司将增强双方管理与企业战略的协同及支持。 北汽集团与戴姆勒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德合作的

绝佳范例，期待能够延续一直以来合作的成功。

戴姆勒官方网站披露， 目前戴姆勒总市值为50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80亿元）。 据此估算，5%戴姆勒股票市值为25.2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194亿

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北汽集团成为戴姆勒第三大股东。 戴姆勒前四大股东及持股情况依次为，Tenaciou� 3� Prospect� Investment� Limited持股9.7%、科

威特投资局持股6.8%、北汽集团持股5%、雷诺/日产持股3.1%。

值得注意的是，Tenaciou� 3� Prospect� Investment� Limited是吉利控股旗下海外企业主体。 2018年2月，吉利控股通过该公司收购戴姆勒9.69%具有表

决权的股份，收购资金90亿美元，并一跃成为戴姆勒单一最大股东。 加上“新成员”北汽集团的加入，中方资本在戴姆勒的持股比例接近15%。

早有端倪

事实上，北汽集团入股戴姆勒早有端倪。 2015年8月，徐和谊在北京奔驰十周年庆典活动上公开透露，北汽正在与戴姆勒股份公司洽谈股份收购事

宜。入股成功后，北汽集团将成为戴姆勒的大股东之一。但是，北汽方面此后一直未透露更多进展。 随着吉利率先购入戴姆勒9.69%股份，并成为戴姆勒

集团最大单一股东，使得外界关于北汽、戴姆勒、吉利三者之间未来关系走向颇为关注。

吉利方面拒绝对此事予以置评。 此前其宣称将致力于对戴姆勒的长期投资。

从目前双方的合资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看，北汽集团持有51%股份，戴姆勒持有其余49%。 分析人士认为，北汽此举是为了稳固其在北京奔

驰中与戴姆勒的投资合作关系。 同时，此次收购一定程度有望缓解北京奔驰的合资股比变更疑虑。 此前有媒体报道，戴姆勒拟将其在合资企业的持股

比例从49%提高至至少65%。

对于本次收购的途径，北汽方面未过多透露。 公司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切以公开发布的信息为准。 对于此次北汽入股戴姆勒的途径，分

析人士称，大概率是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奔驰前CEO蔡澈曾公开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不过，中国投资者入股戴姆勒，只能从市场购买戴姆

勒公开发行的股票，不会涉及其他途径。 ”吉利此前入股戴姆勒亦是通过二级市场购入。

受此影响，北京汽车当日盘中最高涨幅8%，收涨2.77%，报5.19港元/股；北汽蓝谷盘中大涨9.72%，收涨5.88%，报8.28元/股。

紧密合作

戴姆勒是世界著名汽车品牌奔驰汽车母公司，是全球最成功的车企之一和全球最大的豪华车厂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厂商，旗下业务部

门包括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戴姆勒卡车、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戴姆勒客车和戴姆勒金融服务。

自2003年以来，戴姆勒和北汽集团之间开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后，双方在乘用车、轻型商务车和卡车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等领域开展广泛

合作。

双方此前合资成立了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奔驰” ）；同时，通过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销售汽车。 2012年，北汽

集团控股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汽福田” ）与戴姆勒成立合资企业，生产中重型卡车。 2016年3月，北汽集团收购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简称“福建奔驰” ）35%的股份。 2018年，北京奔驰收购北汽集团位于北京顺义的一座工厂。

股权投资方面，2013年，戴姆勒购买了北汽集团旗下港股上市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汽车” ）股份，目前持有其9.55%的股份，并拥

有董事会席位。2018年，戴姆勒收购了北汽集团旗下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汽新能源” ）3.93%股份。目前，戴姆勒持有北汽新能源母公

司北汽蓝谷3.01%股权。

此外，北汽集团和戴姆勒在北京运营着戴姆勒最大的海外研发中心。 2018年，双方合资在华生产的乘用车销量达48.5万辆；2019年上半年，北京奔驰

销售汽车28.2万辆。

北汽集团方面表示，此次收购将加强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双方充分认可过去长期合作的成功，并重视双方的共同利益，看好未来合作潜力。 业内人

士表示，此次交叉持股让北汽集团和戴姆勒进一步形成深度利益捆绑，未来双方合作将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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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与万达信息

股东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本报记者 程竹

7月23日，万达信息公告，中国人寿同

意终止与万达信息股份转让协议。 对于此

次股份转让终止的原因， 万达信息称，出

让方无法达成 《股份转让协议》 生效条

款，出让方已向受让方申请解除《股份转

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终止后，中国人寿

仍持有万达信息10.0042%股份， 为第二

大股东。

解除转让协议

公告显示，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万

豪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万豪投资” ）、实

际控制人史一兵（与万豪投资并称“出让

方” ）的通知，后者收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书面回复，同意解除《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万豪投资有限

公司、 史一兵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

对于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终止的原

因，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投资管理

部总经理匡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主要由于万豪投资与债权人未能在协议

规定的期限内达成一致。 目前，万豪投资

的债务问题未对万达信息日常经营造成

影响。

6月23日晚间，万达信息公告称，出让

方与中国人寿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

万豪投资向中国人寿以每股14.44元的价

格协议转让万达信息非限售流通股份

5500万股，总价款为7.942亿元，占万达信

息总股本的5.0142%。

如交易完成， 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万达信息 15 . 0183%的股

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万豪投资的持股比

例降至13 . 2729%，将为第二大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由史一兵变更为无实际控

制人。

此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人寿将在医

疗健康、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等业

务领域， 以万达信息为主要平台整合科

技资源和业务资源。比如，在医疗健康领

域， 依托中国人寿业务资源和万达信息

的技术能力，强化双方业务合作，提升双

方在医保科技和健康科技方面的技术

水平和服务能力。 万达信息是一家民生

服务和智慧城市信息化行业的科技龙

头企业。

2018年12月，国寿资产-凤凰专项产

品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购买万达信息

5500万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中

国人寿由此成为万达信息第三大股东。 中

国人寿当时表示， 将秉承财务投资人策

略，协助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运营效

率， 发挥万达信息的区域优势和技术优

势；同时，充分整合中国人寿系统内外资

源，与万达信息在民生及政务信息化领域

探讨深度合作，支持万达信息业务的进一

步发展，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万

达信息。 此后，中国人寿以其委托国寿资

产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深”

账户于2019年3月、4月间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6次增持万

达信息，并表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在估

值适当时继续增持。 国寿集团则通过其委

托外部投资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公司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产品合计持有万达信息

非限售流通股53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49%。

不排除继续增持可能性

匡涛表示， 中国人寿与万达信息的业

务合作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此前签订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继续有效。未来中国

人寿不排除通过二级市场或其他方式增持

万达信息股份。

据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新

业务部总经理助理闫立罡介绍，双方仍将

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在医疗健康、智慧城市、云计

算、大数据等核心业务领域协同发挥双方

在业务资源、 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互补优

势，在一网通办、市民云、城市大脑和城市

安全等领域深入布局，不断增强智慧城市

信息化业务的综合竞争实力，更好地服务

医疗体系改革， 强化双方服务政务能力，

最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的双赢战略目标。

闫立罡认为， 短期看中国人寿与万达

信息可以优势互补，快速突破，围绕大中城

市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医保医疗科技、健康

服务、长期护理、大数据风控等领域，通过

系统快速对接，支持相关业务迅速上线。从

中期看，有望实现中国人寿数据驱动、创新

发展。 聚合万达信息在医疗健康领域积累

的大数据和专业队伍能力， 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与主业深度融合，驱动医保

医疗服务、健康保险及健康服务技术能力、

个性化风险定价、 产品定制开发、 精准营

销， 智能化核保和理赔等各个业务环节进

行创新。

长期看，将有助于共建生态，为医保医

疗及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和服务提供完整、

便捷的技术解决方案， 提升中国人寿的核

心竞争力。 “中国人寿与万达信息未来进

一步合作值得期待。 ” 匡涛透露，未来的持

股比例会逐步提高， 不排除继续增持万达

信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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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数字化转型之路

海默科技开启智能油田时代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海默科技董事长兼CEO窦剑文近日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个十年将是工业

互联网时代。 伴随这一风口的到来，海默科技将

依托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5G技术的发展，推

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和自身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由油田设备制造商转型为智能油田技术服务商。

窦剑文表示，海默科技要改变油气行业生产“灰

头土脸” 的刻板印象。 通过实时采集监测油田数

据，实现油田智能化采集，帮助油田企业在管理

上“做减法” 。 同时，加强大数据挖掘，对油田储

量信息、生产信息实时采集、整理，并对生产管理

进行优化，确保油田生产时刻处于最优状态。

深耕油服领域

窦剑文常说的一句话是 “非专注不能成

功” ，而海默科技在油服行业这个有些冷门的领

域已深耕25年。

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的窦剑文，

1994年辞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 “铁饭

碗” 工作，下海创立海默科技。 当年窦剑文还是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 凭借着一股创业激

情， 经历五年的潜心修炼，1999年自主研发出

“多相流量计” 产品，通过了英国国家工程实验

室的测试。回忆当时，窦剑文表示，英国国家工程

实验室给予了海默科技很高的评价。 报告认为，

多相流量计代表了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

海默科技则凭借多相流量计成功敲开了壳

牌的大门，并由此在油服行业声名鹊起。随后，阿

曼石油、美国康菲、中石油、中海油等20余家石

油公司向海默科技抛出了橄榄枝。 目前，多相流

量计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成为亚洲地

区唯一能提供商品化多相流量计技术和产品的

公司。

回溯1994年至2010年这16年的发展历程，

窦剑文称呼为“三个一” 阶段。 即凭借一项国际

领先的技术，打造了一项世界级的产品，并由此

打造了一家上市公司。窦剑文说，“2010年，公司

上市之初只有一个产品、一个业务、一个亿的销

售收入，但很赚钱。 差不多近3000万元的利润，

净利润率接近30%。 ”

研发人员出身的窦剑文，始终致力实现企业

的技术领先。 25年的深耕细作，技术和创新基因

已融入海默科技的血脉，并将坚定走创新驱动发

展之路。窦剑文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研发方面，

海默科技从来都是舍得投入。 财报显示，近三年

海默科技研发保持高水平投入， 研发费用从

2016年的2383万元增至2018年的5221万元。

协同效应凸显

登陆创业板，海默科技这样的技术型企业获

得了更多机会，公司借力资本市场迎来了新一轮

发展机遇。

上市之后，窦剑文意识到公司仅靠一项产品

远远不够，思考如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2014

年，全球石油行业处于低迷期，窦剑文敏锐地觉

察到， 海默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时机即将来临，随

之先后完成了对上海清河和思坦仪器两家企业

的并购。

窦剑文将其并购战略称呼为 “∑Nn战略” 。

其中，N指细分领域，n就是数量。“海默科技自身

是多相计量细分行业龙头。 如果再发展一个细分

行业，收购一家相关龙头企业，这样N1+N2+N3+

…+Nn若干个细分行业的小龙头加在一起，实现

有质量的发展，实现规模扩张。 同时，能保证企业

技术含量高、技术门槛高、盈利能力强。 ”

据了解， 并购标的清河机械是国内领先的

油田压裂设备制造商 ， 一半产品出口 ，是

Halliburton的最佳供应商。窦剑文介绍：“清河

机械员工仅152人，人均利润贡献不亚于互联网

公司。 在精密加工制造领域，能做到如此高产出

比的公司屈指可数。” 出于对清河机械产品品质

和技术的欣赏， 窦剑文实地参观完清河机械后

随即决定收购这家公司， 以丰富海默科技的产

品线。

将清河机械揽入麾下之后，海默科技加快

了并购步伐，将目光锁定在西安思坦仪器。 作

为一家新三板公司， 思坦仪器是一家 “小而

美” 的公司。 思坦仪器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井下

注水工具和测井仪器研发制造企业，人员规模

不足400人。 其中，研发人员和销售人员近300

人。重视科研和销售的经营模式造就了产品的

高附加值。

谈及颇具“先见之明” 并购，窦剑文称，得益

于长期扎根油气行业的经验。 通过考察标的企

业，窦剑文主导的这两次并购，使海默科技有了

“质” 的飞跃，协同效应逐步凸显。

构建智能油田

对清河机械与思坦仪器的并购完成后，海默

科技规模和实力得到明显增强，进一步拓展油田

设备产品线，完善产业链条，巩固技术研发优势，

扩大市场和客户覆盖度。

窦剑文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近两年来公

司工作重心就是做好并购之后的整合消化工

作，从研发、销售到人员三个环节进行全方面整

合。 海默科技基本都是国外大客户，而思坦仪器

主攻国内市场，完成并购后，两家公司在销售方

面将有所整合。 思坦仪器也在利用海默科技的

渠道打通海外销售路径， 助推思坦仪器业绩持

续增长。

从产品线上来看，思坦仪器与海默科技形成

了良好的互补，助力公司践行油气勘探开发“两

下战略”（水下和井下）。 随着油气行业进入景

气周期，海默科技在手订单较为充足。 窦剑文表

示， 公司被外界定位为油气行业设备先进制造

商，这并不是公司的“终极目标” 。

“原油价格变动对公司利润可能产生影

响。” 窦剑文说，“但对于海默科技这种技术公司

来说，对行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将更多聚焦技

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给客户创造价值；坚定发

展智能油田技术，布局智能油田和数字油井开采

蓝海，推动行业进步。 ”

窦剑文指出，“智能油田” 就是实现油田开

采的智能化，帮助下游油田开采企业在人员管理

上“做减法” 。 通过终端控制，调节开采量，助力

油服企业实现高效开采，实现油田增产稳产“最

优解” 。 海默科技正朝着向智能油田服务商这个

“终极目标” 努力奔跑。

交叉持股深度捆绑利益

北汽集团收购

戴姆勒5%股份

7月23日，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汽集团” ）宣

布，为加强双方长期战略合作，投资戴姆勒股份公司（简称“戴

姆勒” ）， 目前持有戴姆勒股份公司5%股份。 本次交易包含

2.48%的直接持股以及获得额外等同于2.52%股份投票权的

权利。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交叉持股让北汽集团和戴姆勒进一步

形成深度利益捆绑，未来双方合作将更加紧密。

’

‘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成为戴姆勒第三大股东

戴姆勒方面确认，北汽集团通过其100%控

股子公司Investment � Global� Co . � L td .购买了

戴姆勒股份公司约5%股份，并表示“戴姆勒欢

迎北汽集团的投资” 。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梅赛德斯-

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康林松表示，很高兴我

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北汽集团现在成为戴姆勒

的长期投资者。 中国市场在销售、产品开发和

生产领域都是我们现在及未来成功至关重要

的支柱。

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表示，北

汽集团与戴姆勒秉承互信、互惠原则，已有十余

年的合作历史，业绩卓著。 通过对戴姆勒投资，

加深双方合作伙伴关系一直是北汽集团的意愿。

投资戴姆勒公司将增强双方管理与企业战略的

协同及支持。 北汽集团与戴姆勒的合作伙伴关

系是中德合作的绝佳范例，期待能够延续一直以

来合作的成功。

根据戴姆勒官方网站披露的信息， 目前戴

姆勒总市值为504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3880亿

元）。 据此估算，5%戴姆勒股票市值为25.2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194亿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北汽集

团成为戴姆勒第三大股东。 戴姆勒前四大股东及

持 股 情 况 依 次 为 ，Tenaciou� 3� Prospect�

Investment� L imited持股9.7%、科威特投资局持

股6.8%、北汽集团持股5%、雷诺/日产持股3.1%。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Tenaciou� 3� Prospect �

Investment � L imited是吉利控股旗下海外企业

主体。 2018年2月，吉利控股通过该公司收购戴

姆勒9.69%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收购资金90亿美

元，并一跃成为戴姆勒单一最大股东。 加上“新

成员” 北汽集团的加入，中方资本在戴姆勒的持

股比例接近15%。

早有端倪

事实上， 北汽集团入股戴姆勒早有端倪。

2015年8月，徐和谊在北京奔驰十周年庆典活动

上公开透露，北汽正在与戴姆勒股份公司洽谈股

份收购事宜。 入股成功后，北汽集团将成为戴姆

勒的大股东之一。 但是，北汽方面此后一直未透

露更多进展。 随着吉利率先购入戴姆勒9.69%股

份，并成为戴姆勒集团最大单一股东，使得外界

关于北汽、戴姆勒、吉利三者之间未来关系走向

颇为关注。

吉利方面拒绝对此事予以置评。 此前其宣

称将致力于对戴姆勒的长期投资。

从目前双方的合资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

限公司看，北汽集团持有51%股份，戴姆勒持

有其余49%。 分析人士认为，北汽此举是为了

稳固其在北京奔驰中与戴姆勒的投资合作关

系。 同时，此次收购一定程度有望缓解北京奔

驰的合资股比变更疑虑。 此前有媒体报道，戴

姆勒拟将其在合资企业的持股比例从49%提

高到至少65%。

对于本次收购的途径， 北汽方面未过多透

露。 公司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切以公

开发布的信息为准。 对于此次北汽入股戴姆勒

的途径，分析人士称，大概率是从二级市场直接

购买。 奔驰前CEO蔡澈曾公开表示：“欢迎来自

中国的投资者。 不过，中国投资者入股戴姆勒，

只能从市场购买戴姆勒公开发行的股票，不会涉

及其他途径。 ” 吉利此前入股戴姆勒亦是通过二

级市场购入。

受此影响，北京汽车当日盘中最高涨幅8%，

收涨2.77%，报5.19港元/股；北汽蓝谷盘中大涨

9.72%，收涨5.88%，报8.28元/股。

紧密合作

戴姆勒是世界著名汽车品牌奔驰汽车母公

司，是全球最成功的车企之一和全球最大的豪华

车厂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厂商，旗下

业务部门包括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戴姆勒卡

车、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戴姆勒客车和

戴姆勒金融服务。

自2003年以来， 戴姆勒和北汽集团之间开

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后，双方在乘用车、

轻型商务车和卡车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等领域开

展广泛合作。

双方此前合资成立了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简称“北京奔驰” ）；同时，通过北京梅赛德

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销售汽车。 2012

年，北汽集团控股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北汽福田” ）与戴姆勒成立合资企业，生

产中重型卡车。 2016年3月，北汽集团收购福建

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简称“福建奔驰” ）35%的

股份。 2018年，北京奔驰收购北汽集团位于北京

顺义的一座工厂。

股权投资方面，2013年， 戴姆勒购买了北

汽集团旗下港股上市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 “北京汽车” ） 股份， 目前持有其

9.55%的股份，并拥有董事会席位。 2018年，戴

姆勒收购了北汽集团旗下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北汽新能源” ）3.93%股份。

目前， 戴姆勒持有北汽新能源母公司北汽蓝谷

3.01%股权。

此外，北汽集团和戴姆勒在北京运营着戴姆

勒最大的海外研发中心。 2018年，双方合资在华

生产的乘用车销量达48.5万辆；2019年上半年，

北京奔驰销售汽车28.2万辆。

北汽集团方面表示，此次收购将加强双方长

期战略合作， 双方充分认可过去长期合作的成

功，并重视双方的共同利益，看好未来合作潜力。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交叉持股让北汽集团和戴姆

勒进一步形成深度利益捆绑，未来双方合作将更

加紧密。

海默科技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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