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人寿拟再次减持云南白药

本报记者 薛瑾

11月20日、21日，云南白药接连发布两份关于股东平安人寿减持股份的公告，两份公告分别对前次减持的实施情况和后续继续减持的计划进行了披露。

实际上，平安人寿减持云南白药已经比此前披露的时间表要晚，而且此举不意味着当前保险资金对医疗板块持观望态度。 多位险企人士表示，四季度传统的防御类品种比如医药医疗、食品饮料、零售等预计有超额收益。 分红较高、估值较低的蓝筹股仍是险资的重点配置方向。

“迟来的”减持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平安人寿对云南白药的减持计划酝酿已久，早在2018年8月，平安人寿曾宣布计划对云南白药实施减持，但直到减持期限届满，也未正式实施减持。 2019年以来，平安人寿再度推进减持。

11月20日的公告主要围绕上一次平安人寿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 云南白药公告称，公司7月26日接到平安人寿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称其计划在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8,322,0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其中以大宗交易拟减持所持股份不超过 25,

548,066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2%；集中竞价交易拟减持所持股份不超过12,774,033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1%。

云南白药称，11月19日，公司接到的平安人寿《云南白药股份减持实施情况告知函》显示，截至2019年11月19日，平安人寿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为0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12,774,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本次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自于2008年12月获取的云南白药定向增发（包括增发后以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部分)的股票。 本次减持前，平

安人寿持有云南白药87,465,655股，占总股本的6.85%。 减持后，持有74,691,636股，占总股本的5.85%。

11月21日的公告是一份关于平安人寿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云南白药公司于11月20日接股东平安人寿《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内容包括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拟减持云南白药股份不超过12,774,033股，占云南白药总股本不超过1%。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云南白药有增发、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拟减持股份来源于平

安人寿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计划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本减持计划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拟减持股份的价格区间将视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等。

机构频频“踩点”云南白药

Wind统计显示，今年下半年机构对云南白药进行了8次调研，调研机构以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为主，也有个别保险公司和保险资管公司。 其中，四季度以来的调研有三次。

在这三次调研中，机构关注的焦点问题包括：公司牙膏业务目前的经营情况、公司投资中国抗体的目的、当前公司药品板块经营方面的创新、公司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定位、公司短期发展战略定位、公司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最新进展、中药资源事业部现阶段经营现状、员工持股计划是否设置业绩指标要求、在工业大麻业务方面相关实施计划、四大业务板块前三季度的经营情

况、吸并给公司带来的影响等。

云南白药2019年三季度报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16.46亿元、3.0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36%、7.46%，实现每股收益2.77元。 整体来看，公司三季度核心药品及健康产品事业部经营状况良好，均实现较好增长，在核心事业部的带动下公司整体未来有望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对于中长期战略定位，云南白药表示，公司将计划与国内顶尖大学等全球一流的科研机构合作，建设骨科医学中心，构建基于个性化需求的综合解决方案医疗服务平台，打造骨科医疗生态圈。 力争成为涵盖经典骨科、个人健康护理、中药资源、现代医疗及康复服务、健康食品、医疗器械、新品妇科等领域的大健康全产业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提升上市公司在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中的

竞争力及话语权。

“3+X”主线挑选医药股

分析人士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医药板块整体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收入端保持增长，利润端增速略微下降。 医药板块内部分化明显，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及生物制品等行业依旧保持了快速增长，化学制剂板块以及中药等板块表现相对黯淡。 医药板块的市场表现也可圈可点。 6月以来，A股市场上医药板块迎来一波明显升浪，在7月回调后，8月板块恢复上行态势。

国盛证券认为，考虑目前医保资金压力不可逆转，顶层设计已定，医药板块正经历一个结构大优化、细分精彩纷呈的医药新时代。 继续看好医药硬核资产估值的持续提升，在未出现其他较大负向预期的状态下，医药板块估值重塑的趋势短时间内将保持，可继续坚守医药硬核资产。

对于新的配置需求则需要进行精挑细选，国盛证券指出，综合考虑行业景气度与估值性价比并结合三季报情况，继续推荐“3+X主线” 。 其中，“3”包括创新疫苗、创新药服务商和创新药主题，“X”则包括医药扬帆出海、注射剂国际化、医药健康消费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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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债委会1340家

重庆三维度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重庆银保监局党委委员、一

级调研员金利佳11月21日在第

242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了该局引导银行业积

极发挥债权人委员会 （简称债委

会）机制优势，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大力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一系列举措。

截至今年9月末，重庆市已组建企

业（集团）债委会1340家，涉及融

资总额2.09万亿元，覆盖市内绝大

多数规模以上企业。

助力企业焕发生机

三年前，重庆老牌国企———重

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重钢

股份） 因持续经营亏损严重资不

抵债， 陷入严重的经营和财务危

机，股票面临退市风险，企业濒临

破产边缘。 2017年初，重庆银保监

局指导16家债权银行成立债委

会，“集体协商、一致行动”推动重

钢股份成功司法重整。

近期重钢股份交出了一张漂

亮的“成绩单” ：上半年实现钢材

销量313.22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

115亿元，盈利6.16亿元。从濒临破

产到“涅槃重生” ，正是在债委会

作用下，重钢股份巨额债务危机解

除，得以重新焕发生机。

金利佳介绍， 债委会按三个

层面对症开出“处方” ：一是增

贷有效。 对公司治理良好、产品

有市场、 发展有前景的企业，积

极大胆支持。 二是稳贷有力。 对

暂时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稳定

预期、稳定信贷、稳定支持，最大

限度地帮助企业实现近期解危、

中期解困。 三是减贷有理。 对产

能过剩行业中不符合国家产业、

环保等政策的企业、“僵尸企

业” 和有逃废债倾向的企业，集

体稳妥压降、稳步退出，在盘活

信贷资源的同时防止出现“处置

风险的风险” 。 已压降钢铁、煤

炭 、 水泥等去产能行业贷款

190.49亿元，助推全市钢铁、煤炭

去产能816.72万吨、2435万吨，

化解水泥过剩产能245万吨。

金利佳表示，自债委会制度推

行以来，重庆已累计帮扶困难企业

（集团）191家， 增贷169亿元、续

贷3266亿元， 弱化风险金额1676

亿元，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6.01亿

元。债委会企业已由大型国有企业

为主变为中型民营企业为主，已成

立的债委会企业中，民营企业800

家，占比59.7%，覆盖2385家单户

企业，更加有效为民营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

加强债委会成员联动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债委会已经不单是化解区域金

融风险、 帮扶困难企业脱困的重

要制度工具， 更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

抓手。 在债委会运行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

重庆银行副行长隋军认为，首

先是协调难度大。 比如，大型困难

企业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债权

人类型比较多，除银行业金融机构

外，还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类似

于小贷公司，甚至民间借贷。 另一

方面，这些债权人相当一部分分散

在全国各地，甚至是境外，协调存

在一定困难。 另外，债委会成员间

联动机制还不强。

隋军指出，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债委会成员由于内部的风险缓

释手段不同，诉求不一样，对债委

会工作的支持理解和参与的程度

也参差不齐。 联动机制还需要通

过内部的规章制度和流程进一步

加强。

重庆市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

长王成保表示，风险化解处置措施

落地也有困难。债权机构在风险化

解过程中， 企业如果出现了逾期、

欠息等情况，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

若要实现展期甚至降息等，都会面

临一系列制度约束，有的还要报上

级审批。如果涉及到小贷、担保、民

间借贷等错综复杂的债务情况，担

保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继续担保

意愿可能弱化。还有的银行债权相

应的抵押物也会被银行机构以及

银行之外的机构查封处置，相应的

措施难以得到落实。

针对这些问题， 金利佳透露，

下一步重庆银保监局将重点探索

完善债委会运行机制，助推地区经

济金融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包括短

期促建自救机制，中期促强风险预

警，长期促优信贷文化。

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浙商银行探路“区块链+”

□本报记者 戴安琪

浙商银行的“一种区块链密钥管理系统

及方法” 日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

利， 成为为数不多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具有专

利的商业银行之一。 目前该行还有多项区块

链相关专利正在实审中。

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近日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面对互联网浪潮， 我们顺势而

为，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不断创

新应用、迭代产品。浙商银行今后将继续创新

金融科技应用，构建‘科技+金融+行业+企

业’ 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 ‘平台化服务银

行’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

拓展供应链“微笑曲线”

来自江苏苏州的吴江兴盛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就是浙商银行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

的受益者之一。 该公司主营纸箱辅料，为国

内规模最大的涤纶制造商恒力化纤供货，销

售金额占公司销售收入逾四成。 此前，兴盛

包装与恒力化纤多以商票结算， 结算周期

长、票据盘活难。

“大企业给的订单资金占压公司的流动

资金，拖久了，企业受不了。 ” 兴盛包装相关

负责人表示，流动资金紧张时，想向银行贷

款，又苦于没有合适的担保品作为抵押。

浙商银行运用应收款链平台为恒力化

纤搭建了供应链商圈。 在平台商圈上，恒力

化纤采用“付款人签发、承兑” 模式向兴盛

包装等其他供应商签发应收款，并利用自己

“闲置” 的授信额度，向银行申请保兑。和不

易盘活周转的商票不同，供应商们在这一平

台上收到区块链应收款后，可以在浙商银行

直接变现或提用短期贷款，且这一切都可以

在线完成。

截至2019年9月末，已有包括兴盛包装

在内的近60家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的上下

游企业加入恒力化纤的商圈， 累计签发金

额4.5亿元，提用小企业短期贷款余额约2.3

亿元； 恒力化纤在携手浙商银行帮助一批

中小供应商获取较低成本融资、 共享金融

科技红利的同时， 也进一步梳理和巩固了

自己的供应链关系， 拓展了自己的供应链

“微笑曲线” 。

“区块链+ABN” 引流债市活水

在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 做大应

收款链平台的用户基础和交易规模的基础

上， 浙商银行还进一步探索推进区块链应

收款进行资产证券化模式， 帮助企业的区

块链应收账款链接债市蓝海， 获取低成本

融资。

2018年8月，“浙商链融2018年度第一

期企业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简称浙商

链融）成功发行。 作为银行间市场首单应用

区块链技术、直接以企业应收账款为基础资

产的证券化产品，“浙商链融” 的基础资产，

即为应收款链平台上企业签发及承兑的应

收账款。 企业将其持有的应收账款通过浙商

银行委托给受托人设立资产支持票据信托，

后者以此作为载体发行资产支持票据。 其

中， 区块链技术增强了底层资产的透明度、

公开性，简化了操作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

大幅降低了发行成本，获得市场和监管部门

的认可。

业内人士认为， 通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应收款链平台与证券化产品相结合， 架起了

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市场之间的通道， 从而

形成更广阔的平台化生态圈， 将债市活水导

流至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实现对实体经

济企业的精准滴灌。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商银行共发行的

企业应收款资产支持票据 （ABN）12期、共

计59.85亿元，服务实体企业数百家。

□本报记者 薛瑾

“迟来的”减持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平安人寿对云

南白药的减持计划酝酿已久， 早在2018年8月，

平安人寿曾宣布计划对云南白药实施减持，但

直到减持期限届满，也未正式实施减持。2019年

以来，平安人寿再度推进减持。

11月20日的公告主要围绕上一次平安人寿

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云南白药公告称，公

司7月26日接到平安人寿的 《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 称其计划在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等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38,322,099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

超过3%)；其中以大宗交易拟减持所持股份不超

过25,548,066股， 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2%；集

中竞价交易拟减持所持股份不超过12,774,

033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1%。

云南白药称，11月19日，公司接到的平安人

寿《云南白药股份减持实施情况告知函》显示，

截至2019年11月19日，平安人寿以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为0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了12,774,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本

次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自于2008年12月

获取的云南白药定向增发（包括增发后以送股

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部分)的股票。 本次减持

前， 平安人寿持有云南白药87,465,655股，占

总股本的6.85%。 减持后，持有74,691,636股，

占总股本的5.85%。

11月21日的公告是一份关于平安人寿减持

的“预披露公告” 。云南白药公司于11月20日接

股东平安人寿《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内容包

括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 拟减持云南白

药股份不超过12,774,033股，占云南白药总股

本不超过1%。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云南白药有

增发、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拟减持股份

来源于平安人寿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计划

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本减持计划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拟减持股份的价格区间将视市

场价格确定。 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等。

机构频频“踩点” 云南白药

Wind统计显示，今年下半年机构对云南白

药进行了8次调研，调研机构以证券公司和基金

公司为主，也有个别保险公司和保险资管公司。

其中，四季度以来的调研有三次。

在这三次调研中， 机构关注的焦点问题包

括：公司牙膏业务目前的经营情况、公司投资中

国抗体的目的、 当前公司药品板块经营方面的

创新、公司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定位、公司短期

发展战略定位、公司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最

新进展、中药资源事业部现阶段经营现状、员工

持股计划是否设置业绩指标要求、 在工业大麻

业务方面相关实施计划、 四大业务板块前三季

度的经营情况、吸并给公司带来的影响等。

云南白药2019年三季度报告显示，2019年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216.46亿元、3.0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36%、

7.46%，实现每股收益2.77元。 整体来看，公司三

季度核心药品及健康产品事业部经营状况良

好，均实现较好增长，在核心事业部的带动下公

司整体未来有望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对于中长期战略定位，云南白药表示，公司

将计划与国内顶尖大学等全球一流的科研机构

合作，建设骨科医学中心，构建基于个性化需求

的综合解决方案医疗服务平台， 打造骨科医疗

生态圈。 力争成为涵盖经典骨科、 个人健康护

理、中药资源、现代医疗及康复服务、健康食品、

医疗器械、 新品妇科等领域的大健康全产业链

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提升上市公司在全球医药

健康产业中的竞争力及话语权。

“3+X” 主线挑选医药股

分析人士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医药板块

整体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收入端保持增长，利

润端增速略微下降。 医药板块内部分化明显，医

疗器械、 医疗服务及生物制品等行业依旧保持

了快速增长， 化学制剂板块以及中药等板块表

现相对黯淡。 医药板块的市场表现也可圈可点。

6月以来，A股市场上医药板块迎来一波明显升

浪，在7月回调后，8月板块恢复上行态势。

国盛证券认为， 考虑目前医保资金压力不

可逆转，顶层设计已定，医药板块正经历一个结

构大优化、细分精彩纷呈的医药新时代。 继续看

好医药硬核资产估值的持续提升，在未出现其他

较大负向预期的状态下，医药板块估值重塑的趋

势短时间内将保持，可继续坚守医药硬核资产。

对于新的配置需求则需要进行精挑细选，

国盛证券指出， 综合考虑行业景气度与估值性

价比并结合三季报情况， 继续推荐 “3+X主

线” 。 其中，“3” 包括创新疫苗、创新药服务商

和创新药主题，“X”则包括医药扬帆出海、注射

剂国际化、医药健康消费等主题。

平安人寿拟再次减持云南白药

� 11月20日、21日，云南白药接连发布两份关于

股东平安人寿减持股份的公告，两份公告分别对前

次减持的实施情况和后续继续减持的计划进行了

披露。

实际上，平安人寿减持云南白药已经比此前披

露的时间表要晚，而且此举不意味着当前保险资金

对医疗板块持观望态度。 多位险企人士表示，四季

度传统的防御类品种比如医药医疗、 食品饮料、零

售等预计有超额收益。 分红较高、估值较低的蓝筹

股仍是险资的重点配置方向。

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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