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事项频现

□本报记者 董添

巴安水务、山东墨龙、华瑞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近日公告控制权拟发生转让，化解债务危机或是主要原因。 转让方式包括表决权委托、协议收购等。

转让案例增多

9月21日，万马股份、华星创业两家公司公告控制权拟变更。

公告显示，万马股份控股股东智能科技集团、张德生、陆珍玉拟将25.01%股份转让给海控集团。 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海控集团，实控人将变更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而华星创业控股股东上海繁银拟将3.75%股份转让给瑞安创享。 转让完成后，瑞安创享将合计持有公司15.63%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瑞安创享，实控人变更为朱东成。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事项尚处于意向阶段。

巴安水务9月20日晚间公告，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张春霖的通知，其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宜，拟通过一系列安排将公司控制权转让给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若上述事项最终达成，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该事项尚需取得珠海市国资委的事前审批。

有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涉及的方式较多。 以山东墨龙为例，公司9月11日晚间公告，寿光金鑫与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就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事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具体合作方式包括表决权委托、协议收购等。 公司表示，寿光金鑫与张恩荣仅达成初步意向，具体事项及合作细节尚未确定，正式协议尚未签署，且未来权益变动需经有权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化解债务危机

梳理发现，化解债务危机或是近期部分上市公司控制权拟转让的主要原因，伴随相关债务重组事项。

9月17日晚，航锦科技公告，控股股东新余昊月9月16日与武汉新能实业签署《债务重组协议书》，新余昊月拟将其持有的公司1.13亿股股份，作价28.1亿元协议转让给武汉新能实业，以偿还前期借款。公告显示，截至上述协议签署日，武汉新能实业对新余昊月的债权总额为28.1亿元。本次权益变动前，新余昊月持有航锦科技1.98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74%，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卫洪江，武汉新能实业未持

有公司股份。 上述债务重组完成后，武汉新能实业将持有航锦科技1.13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6.43%；新余昊月持有航锦科技8494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2.31%。

航锦科技表示，本次协议转让将为公司引入国有控股股东，有利于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为公司发展提供产业、资金、人才等全方位支持，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武汉新能实业基于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产业布局，看好公司在高端芯片、通信产业以及北斗产业等领域的发展前景，希望借助自身的资源优势，帮助公司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事实上，不少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伴随引入国有控股股东。9月13日晚间，华瑞股份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瑞良及其夫人张依君与梧州市东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孙瑞良及张依君拟分别向梧州东泰转让1843.31万股、103.83万股公司股份。同时，孙瑞良与梧州东泰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孙瑞良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将其持有的3451.06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19.17%）对应的特定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具体授权权利范围以协议约定）授权委托给梧州东泰行使。 若上述《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实施完成，华瑞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梧州东泰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梧州市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华瑞股份表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为上市公司引入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化解控股股东债务危机，维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审批程序，且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孙瑞良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部分案例终止

部分上市公司近日公告终止控制权转让事宜。

华东重机9月15日晚间公告，收到控股股东华重集团的通知，鉴于股权转让双方未能在9月15日前签订正式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自动终止，股权转让暨控制权拟变更事项终止。 据此前公告，公司实控人翁耀根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文元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26%股份转让给港投集团或港投集团指定的关联方。

金鹰股份公告，收到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鹰集团” ）送达的函告，转达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农发集团” ）送达的关于决定终止股份转让意向的《告知函》，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的要求，农发集团将继续深化内部改革，探索资产证券化的有效途径。 根据浙江省国资国企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决定终止《股份转让意向书》拟

收购股权事项，双方可继续探索谋求新的战略合作规划。

金鹰股份此前公告，控股股东金鹰集团与农发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书》，金鹰集团拟向农发集团转让公司9847.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7%）。 若此次股份转让实施完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傅国定变更为浙江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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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艘23000TEU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交付

□本报记者 李岚君

9月22日，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

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方，为世界著

名航运公司———法国达飞集团建造的世界

首艘23000TEU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达飞

雅克·萨德” 号， 在上海长兴岛造船基地命

名交付。

该船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第七〇八研

究所设计，中国船舶集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总长399. 9米，型宽61 . 3米，货舱深度

33. 5米，甲板面积达到23978平方米，相当于

3. 5个标准足球场， 比目前世界最大航母还

要长60多米。 该船一次能装下23000只标准

集装箱，可承载22万吨货物。 而世界运力最

大火车一次仅能装载100个标准集装箱，二

者运载能力比为230∶1。为了满足巨大的装

箱量，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制造了当今集装箱船领域最先进的绑扎桥，

型式多达21种。 最大堆箱层数高达24层，相

当于22楼的高度。

该船集一人桥楼、无人机舱、抗横倾自动

平衡、全船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自动检测报警

等智能化、安保化自动控制系统于一身，可抗

10级风力，仅需26名船员即可轻松驾驭。

为减少环境污染，该船采用中国船舶集团

旗下温特图尔发动机有限公司 （WinGD）自

主研发制造的全球最大功率的双燃料动力

W12X92DF型主机， 既能使用燃气又兼顾燃

油，远海航行及近海航道航行均可依靠天然气

提供动力。

为满足双燃料动力，该船特别安装了一个

18600立方米的MARK� Ⅲ型薄膜式燃料舱，

用以装载LNG，为船舶提供“绿色动力” 。

超大型集装箱船使用LNG为主燃料的双

燃料动力系统在全球是首创，其最大优势是能

满足全球最严格排放标准，与传统燃油集装箱

船相比， 可减少20%的碳、85%的氮氧化物和

99%的硫排放，大大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 A股公司现金分红系列报道

上市公司践行高质量发展

增强资本回报能力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沪深证券交易所日前

发布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 其中，“上市公

司丰厚回报榜单” 入选公司2019年现金分红总额

占全体A股公司总额的67.9%，2017年-2019年三

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占全体A股公司总额的

68.61%。

近年来，一批稳定高比例分红的上市公司群

体已经形成。 五粮液、双汇发展、平安银行等上市

公司不断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积极实施战略转

型，增强持续的资本回报能力，以实际行动回报

投资者。

五粮液

积极实施大比例现金分红

五粮液于1998年4月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目

前总股本为38.82亿股，得益于投资者的信任和股

东、员工、相关方的共同努力，秉承“为消费者创

造美好、 为员工创造幸福、 为投资者创造良好回

报”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上市以来，五粮液经营业绩持续稳步增长，以

良好的生产经营回报投资者。 从1998年营业收入

28亿元、净利润5亿元的传统酿酒企业，到2019年

发展成为营业收入超过500亿元、净利润超过180

亿元的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1年来公司营业

收入增长超过17倍、净利润增长超过36倍，为股

东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公司积极实施大比例现金分红，分红额占四

川上市公司总额三分之一。 自1998年上市以来，

五粮液累计实现净利润1119.81亿元，累计实施7

次送红股，18次现金分红共396亿元， 现金分红

率达35.35%，是上市以来募集资金总额的10倍。

五粮液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近三年每年将净利润的50%左右用于现金分

红。 2019年度，五粮液分红总额达85.40亿元，创

上市以来分红最高纪录。 近五年（2015年-2019

年）四川上市公司共分红860.09亿元。 其中，五

粮液分红266.38亿元， 占四川省135家上市公司

分红总额的30.97%。 在业绩持续稳健增长的同

时，公司持续积极回报投资者，与股东共享发展

收益。

双汇发展

坚持高质量发展

双汇发展于1998年在深交所上市以来，坚持

以屠宰和肉类加工为核心，围绕肉类加工项目，形

成了主业突出、行业配套的产业群，致力于成为中

国最大、最优秀的肉类食品服务商。

双汇发展坚持高质量发展， 为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奠定坚实基础。公司上市后，在股东的支持

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各项事业取得了快速、

高效发展。 1998年至2019年，公司年营业收入从

20亿元发展到603亿元；年净利润从0.56亿元发展

到54.38亿元；公司市值从上市之初的10多亿元发

展到目前的1000多亿元， 实现了持续稳健增长，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打下了良好基础。

双汇发展积极落实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注重

给予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 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

的利润分配政策。 上市至今，公司累计实施22次

现金分红，累计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342.55亿元。

其中，2017年-2019年累计派发现金分红117.33

亿元， 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比例为

80.16%。 持续的现金分红对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

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双汇发展有关负责人指出， 为更好地保障

投资者利益， 公司将继续高质量高标准地开展

投资者保护和关系管理工作，贯彻“调结构、扩

网络、促转型、上规模” 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提

升公司治理水平， 以实际行动回报投资者的支

持和信任。

平安银行

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平安银行认为， 维护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不仅是资本市场持续健康

发展的基础，更是银行自身完善公司治理、实现

各相关方共同长远利益的需要。 随着银行的成

长和发展，给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包括现金分

红和价值成长， 为股东提供分享经济和银行增

长成果的机会， 是作为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

首先，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决策权和收益

权。 比如，增强信息披露的针对性，主动实施年报

改版，加大自愿性披露，内容简明易懂，方便投资

者查阅，连续9年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中获得A

级。 再如2019年平安银行可转债进入转股期后，

发动内外部力量提示持有人， 最终转股率

99.9963%，创下A股可转债有史以来最高转股率，

保证了投资者的基本权益。

其次，优化投资回报机制，完善利润分配制

度。 平安银行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利润分配政策，

重视股东合理投资回报， 兼顾银行合理资金需

求，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三年为一

个周期制定利润分配规划， 科学制定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综合考虑股东回报、监管要求及业务

可持续发展等因素，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和独立

董事的意见， 平衡好长期发展与短期股东回报

的关系。

同时，平安银行积极实施战略转型，增强持续

的资本回报能力。

平安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增强风险

抵御能力，做实利润、用好利润，坚持妥善处理股

东短期回报和银行长远发展的关系， 为股东创造

长期价值。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事项频现

□本报记者 董添

山东黄金集团未来五年冲刺全球前五

旗下上市公司山东黄金将挑重担

□本报记者 康书伟

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 期间进入全球黄

金行业前十的目标后，山东黄金集团又确立了

新的发展目标。 山东黄金集团董事长陈玉民在

9月22日举行的山东黄金战略发展交流会上表

示，“十四五” 末，集团利润总额将达到80亿元

-100亿元；矿产金产量达到80吨，进入全球黄

金矿企前五位； 资源储量达到3300吨以上，继

续满足40年生产；运营管理、资源储备、技术创

新、企业文化等比肩世界领先企业。

山东黄金集团总经理、山东黄金董事长李

国红表示，上市公司要在集团发展中承担起战

略勤奋者、市场忠诚者、资本拓荒者三个角色。

再造一个山东黄金

陈玉民指出，“十三五” 以来，山东黄金集

团提前两年实现职工年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的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市值过千亿、超预期

完成利润指标、 进入世界前十的战略目标；

2019年末，保有黄金资源量达到1900吨，可满

足40年生产；国际化方面，继成功并购阿根廷

贝拉德罗金矿后，又于今年签约并购第一个北

美地区项目———加拿大特麦克资源公司100%

股权，进一步拓展了全球资源布局。

对于“十四五” 发展目标，陈玉民表示，一

方面来自员工的支持，另一方面集团有充沛的

资源。 他介绍，山东黄金集团主要矿产位于世

界第三大黄金成矿带胶西北成矿带， 资源丰

富，无论是“十三五” 末还是“十四五” 末，基

本上都可以满足企业40年的生产。 总体上看，

资源有保证。

陈玉民表示，为确保在“十四五” 再造一

个山东黄金，要坚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融

入世界，加大国内矿业资源整合力度，着力在

中亚、西非、南美、北美等“一带一路” 战略区

域获取资源； 坚持以更大的手笔推动项目建

设，2020年完成三山岛金矿“国际一流示范矿

山” 建设，2025年完成山东黄金（莱州）生产

基地建设，打造世界级黄金产业基地。 国企改

革方面，坚持以更快的节奏攻坚，着力推进和

实施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健全市

场化薪酬激励机制，打赢国企改革攻坚战。

资本运作方面，陈玉民表示，将推进上市

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 英国伦敦等地上市，坚

持以更高的收益回报广大投资者，力争在“十

四五” 末实现市值翻一番，达到2000亿元，与

广大投资者共享业绩增长红利。

陈玉民说，“山东黄金集团今后的发力点

是向国际先进矿山看齐，一方面资源结构进一

步优化，另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 山东省委省

政府提出在省管企业一级层面进行混改，我们

正在积极推进。 ”

上市公司要起决定性作用

对于中国证券报记者关于上市公司山东

黄金在集团战略将起到什么作用的提问，李国

红表示，未来五年，上市公司要为集团公司战

略实现起决定性作用。 上市公司将从两个方面

努力，首先外延要扩大。 山东黄金集团致力于

全球领先，外延要扩张，就是坚定不移走国际

化并购之路；同时，内涵要提升，打造智能矿

山。 尤其是世界级黄金生产基地建设，三大主

力矿山都在山东黄金名下。这份责任应该由上

市公司担当。

李国红表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要有持

续的分红政策。山东黄金连续18次进行现金分

红，基本上年年都实行现金分红。 未来要坚守

这个理念，继续回馈投资者，回馈市场。 同时，

要有优良的业绩。 山东黄金2003年上市以来，

净利润增长规模接近40倍， 市值增长近80倍。

此外，要遵守规则，继续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

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 公司每年主动进行路

演，让投资者了解公司，同时希望投资者、分析

师反向路演，到矿山现场交流、考察、找问题。

李国红介绍，“山东黄金多年的资本运作

之所以表现比较优秀，是因为山东黄金有一颗

不断去拓荒的心， 第一时间抓住改革机会，进

行了A股股权分置改革、员工激励计划、H股上

市、债转股等。 ‘十四五’ 期间，在资产国际化

的同时，资本国际化要紧跟上。 山东黄金要坚

定不移进入一些矿业发达的资本市场，要在伦

敦、多伦多、澳大利亚、纽约有我们的身影。 ”

李国红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简单的

引进财务投资者，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资本市场

的作用，让参与混改的战略投资者通过公开透

明的市场退出。 上市公司山东黄金必须积极参

与到集团公司的混改过程当中，打造一个全新

的混改模式，助力集团公司发展，使山东黄金

在资本市场发出更强的声音。

转让案例增多

9月21日，万马股份、华星创业两家公司

公告控制权拟变更。

公告显示， 万马股份控股股东智能科技

集团、张德生、陆珍玉拟将25.01%股份转让给

海控集团。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

为海控集团， 实控人将变更为青岛西海岸新

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而华星创业控股股东上

海繁银拟将3.75%股份转让给瑞安创享。转让

完成后， 瑞安创享将合计持有公司15.63%表

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瑞安创享，实控

人变更为朱东成。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上市公司控制权转

让事项尚处于意向阶段。

巴安水务9月20日晚间公告，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张春霖的通知， 其正在筹划股权转让

事宜， 拟通过一系列安排将公司控制权转让

给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若上述

事项最终达成， 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该事项尚需取得珠海市国资委的事前

审批。

有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涉及的方式较

多。以山东墨龙为例，公司9月11日晚间公告，

寿光金鑫与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就上市公司

控制权转让事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具体合

作方式包括表决权委托、协议收购等。公司表

示，寿光金鑫与张恩荣仅达成初步意向，具体

事项及合作细节尚未确定， 正式协议尚未签

署， 且未来权益变动需经有权国资主管部门

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化解债务危机

梳理发现， 化解债务危机或是近期部分

上市公司控制权拟转让的主要原因， 伴随相

关债务重组事项。

9月17日晚，航锦科技公告，控股股东新

余昊月9月16日与武汉新能实业签署 《债务

重组协议书》， 新余昊月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13亿股股份，作价28.1亿元协议转让给武汉

新能实业，以偿还前期借款。 公告显示，截至

上述协议签署日， 武汉新能实业对新余昊月

的债权总额为28.1亿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

余昊月持有航锦科技1.98亿股股份， 占公司

总股本的28.74%，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卫洪江，

武汉新能实业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债务重

组完成后， 武汉新能实业将持有航锦科技

1.13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6.43%；新余昊月

持有航锦科技8494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12.31%。

航锦科技表示， 本次协议转让将为公司

引入国有控股股东， 有利于优化公司股东结

构，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为公司发

展提供产业、资金、人才等全方位支持，有利

于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武汉新能实业

基于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产业布局， 看好

公司在高端芯片、 通信产业以及北斗产业等

领域的发展前景，希望借助自身的资源优势，

帮助公司做大做强，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竞争力。

事实上，不少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伴随

引入国有控股股东。 9月13日晚间，华瑞股份

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瑞

良及其夫人张依君与梧州市东泰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孙瑞

良及张依君拟分别向梧州东泰转让1843.31

万股、103.83万股公司股份。 同时，孙瑞良与

梧州东泰签署了 《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

孙瑞良无条件、 不可撤销地将其持有的

3451.06万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7%） 对应的特定股东权利 （包括表决

权，具体授权权利范围以协议约定）授权委

托给梧州东泰行使。 若上述 《股份转让协

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实施完成，华瑞

股份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梧

州东泰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梧州市国资委

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华瑞股份表示，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

为上市公司引入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 化解

控股股东债务危机，维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

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权益变动尚

需履行审批程序， 且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豁免孙瑞良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 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 方能办理股份

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部分案例终止

部分上市公司近日公告终止控制权转让

事宜。

华东重机9月15日晚间公告，收到控股股

东华重集团的通知， 鉴于股权转让双方未能

在9月15日前签订正式股份转让协议，《股份

转让框架协议》自动终止，股权转让暨控制权

拟变更事项终止。据此前公告，公司实控人翁

耀根及其一致行动人、 周文元拟将其合计持

有的公司26%股份转让给港投集团或港投集

团指定的关联方。

金鹰股份公告， 收到控股股东浙江金鹰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鹰集团” ）送达的函

告，转达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农发集团” ）送达的关于决定终止股份转让

意向的《告知函》，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的

要求，农发集团将继续深化内部改革，探索资

产证券化的有效途径。 根据浙江省国资国企

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决定终止《股份转让意

向书》拟收购股权事项，双方可继续探索谋求

新的战略合作规划。

金鹰股份此前公告， 控股股东金鹰集团

与农发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书》，金鹰

集团拟向农发集团转让公司9847.4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7%）。 若此次股份转让实

施完成，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傅国定变更为

浙江省国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