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暖补库存助推 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

□本报记者 刘杨

由于天气降温，需求提升，液化天然气市场持续火热。 数据显示，10月15日，国内液化天然气均价为2900元/吨，自10月8日来已累计上涨10.27%，自9月15日来已累计上涨23.23%。 主要原因是，部分北方城市进入冬季供暖期，地区城市燃气公司补库存开启。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冬季供暖开启，市场需求量逐渐增加，加之原料气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推动，预计短期内液化天然气价格将持续上涨。

涨价势头强劲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从10月15日起，我国北方城市步入冬季供暖期，地区城市燃气公司补库存开启。 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多地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平均每吨上调100元至250元。

生意社液化天然气分析师佟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10月10日起，西北原料气基准价格上调至1.28元 /立方米，成本上涨也助推液化天然气价格走高。 目前，液化天然气工厂开工稳定，少数企业存检修计划，整体开工率略升。

根据生意社监测的数据，目前液化天然气价格普遍上涨。 截至10月15日，内蒙古地区液化天然气均价在291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陕西地区均价在2880元 /吨附近，价格上涨；山西地区均价在297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新疆地区均价在3270元 /吨附近，价格上涨；宁夏地区均价298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四川地区均价在2660元 /吨附近，价格暂稳。

液化天然气价格走高，带动A股燃气板块上涨。 截至16日收盘，WIND燃气指数上涨4.26%至2042.44点。 个股方面，大通燃气涨停，天壕环境等上涨逾8%。

冷冬提振需求

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10月13日迎来今年入秋以来最低温度，部分地区出现降雪，寒冬提前来临。 卓创资讯分析师李训栋指出，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城市燃气公司补库存需求增加，这将带动液化天然气需求量增加，预计下周液化天然气市场供应量将继续提升。

工厂方面，内蒙古、四川、陕西等地区多家液化天然气工厂近日有开工计划，将带动国内液化天然气资源供应量的增加。 接收站方面，价格上行后，液化天然气槽批量也有增加预期。

李训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液化天然气工厂开工负荷近期已超过60%，并将持续高位运行。 此外，随着近几年煤改气政策的持续推进，今年冬季的液化天然气需求量总体比往年同期有所上升。

有业内人士预计，煤改气行动将为今年天然气增长贡献约50亿立方米的消费量，帮助中国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实现6%的年消费增长率。

李训栋分析称，受原料气价格上涨和供暖季提前的影响，液化天然气市场价格持续攀升，目前价格变动趋势与往年波动一致，符合市场价值变化规律。 短期内，市场价格会根据供需情况震荡变动。 随着检修工厂陆续开工、城市燃气公司备货结束，液化天然气市场价格将于11月中旬趋稳。

后市或温和上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11月起，更多城市将正式进入供暖季，部分地区城市燃气公司也陆续开始补货。 随着需求上升，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还会上涨，不过上涨幅度将较为平稳，不会出现去年因原料气涨价，供应紧张而出现的快速上涨行情。

佟贺分析称，受疫情影响，今年液化天然气市场下游需求减弱。 从目前来看，市场整体供应比较平稳，保供措施良好，价格较难出现特大涨幅，后市或将呈温和上涨走势。

价格方面，李训栋分析称，目前国内液化天然气出厂价格与2019年出厂价格走势一致，虽近期液化天然气市场火热，但随着供应逐渐企稳，预测11月、12月国内液化天然气出厂价格将在3900元/吨左右震荡，同比下降5%至10%。

佟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她认为，目前市场整体情绪较好，旺季到来，市场需求增加，加之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推动，预计短期内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或将持续上涨。 不过，她表示，今年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很难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价格上涨的趋势是确定的，但涨价速度不会太快。

川财证券认为，因今年煤炭和天然气价差历史性缩小、中俄东线通气以及天然气管道建设加速，今年冬季具备煤改气的基础，天然气需求有望超预期增长，建议关注国内燃气企业，尤其是销售地集中在东北地区的燃气企业。

A03

公司纵横

Companies

2020年 /� 10月17日 /�星期六

责编：钟志敏 美编：韩景丰 电话：01 0-63070277�E-mail:zbs@zzb.com.cn

盛和资源董事长胡泽松：

加强稀土资源保证能力建设

□本报记者 康曦

盛和资源董事长胡泽松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盛和资源将坚持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结合政策导

向、市场导向、自身优势，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协调延伸。未来

3-5年，公司会将目前4万至5万吨REO（稀土）/年的稀土资

源量夯实，同时通过锆钛业务板块、借助海外资源项目，实现

稀土资源量的进一步增长。 ”

稀土是列入我国《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

战略性矿产目录的重要战略矿产资源，被称为工业“黄金” ，

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应用

广泛。 目前，盛和资源已经形成了从矿山开采、冶炼分离到深

加工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国内、国外的双重布局。

完善产业链布局

2012年，盛和资源借壳上市，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并购重

组，完成了稀土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国内稀土行业的龙头企

业之一。

胡泽松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公司的发展得益于混合所

有制模式。 公司的大股东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

究所，是自然资源部直属科研单位。国有股东在公司发展方向

上发挥着引导作用，而公司日常经营则采用市场化机制运作，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盛和资源逐步确立了“稀土业务为核

心，兼顾三稀资源，坚持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

现产业链上下游协调延伸” 的发展战略。为此，胡泽松结合

公司自身优势以及行业发展趋势， 提出了四个驱动模

式———坚持国有民营、 板块运营、 国内国外和投资者经营

者双轮驱动。

在板块运营双轮驱动中， 胡泽松强调了企业家合作平台

的重要性：“盛和资源近几年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了快速发展，

让并购进来的企业保持了其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力。 公司并购

的标的都是市值10亿至20亿元的企业，能将一个企业从小做

大，说明这个企业家具有驾驭市场、管理企业的经验，企业家

团队是盛和资源管理能力的重要补充。 通过建立企业家平台

合作机制、完善激发板块活力机制、强化风险防控体系，同时

建立‘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盛和资源进一

步发展壮大。 ”

坚持国内国外双轮驱动， 胡泽松认为重点是利用好国内

资源，开拓好国际资源，打造完整的国际产业链，将公司产品

供给国内外更多用户，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良产品、优质服务，

通过产品开发应用创造更多价值。

夯实稀土资源量

在往上游延伸的过程中， 通过并购重组以及托管矿山等

方式，盛和资源掌握的稀土资源储量位列全国第二。胡泽松表

示：“未来3-5年，公司会将目前4万至5万吨REO（稀土）/年

的稀土资源量夯实，同时通过锆钛业务板块、借助海外资源项

目，实现稀土资源量的进一步增长。 ”

胡泽松表示，稀土是紧缺资源，所以近几年公司战略规划

中将加强资源保障能力建设放在首位。国内方面，公司有两个

矿山———托管的德昌多金属采选厂和参股的冕里稀土， 这两

家企业主要经营稀土开采业务。

“之所以跟股东地矿公司合作托管矿山， 是因为当时公

司产业链延伸到矿山阶段时，国家已经不再发放新的采矿证，

存量资源基本上是各自占用，再找资源有一定难度。 ” 胡泽松

说。 地矿公司是盛和资源的第六大股东，与公司合作紧密。 目

前矿山每年有1万吨左右的稀土精矿产量， 公司每年支付

2000万元的托管费，超出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2016年，盛和资源通过收购海南文盛增加锆钛业务和副

产品独居石。锆钛采选中副产品独居石中也含有大量的铽、镝

等重稀土。 2019年，海南文盛锆钛年产量接近40万吨，独居石

产量1万吨。

国外方面， 公司与美国基金联合投资了芒廷帕斯矿和澳

洲格陵兰矿物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格陵兰” ）。 芒廷帕斯稀

土矿是全美最大、全球第二大在产稀土矿，是中国之外最为优

质的稀土矿山之一。公司与芒廷帕斯矿山团队合作，目前全年

产量已超过3万吨REO，产品全部由公司销售到国内处理，公

司原料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2016年， 乐山盛和以每股0.037澳元认购了澳洲上市公

司格陵兰增发的1.25亿股普通股，目前占股10.5%，是单一最

大股东。 同时，在科瓦内湾项目层面，盛和资源可选择投资占

股不超过60%。

格陵兰的科瓦内湾拥有丰富的稀土矿资源， 也是一个世

界级的稀土资源。 胡泽松表示：“公司希望将这个资源纳入到

盛和资源的稀土资源保障体系，用国外的矿，保证全球稀土供

应链的完整。 ”

洪灾影响有限

今年8月18日， 盛和资源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及润和催

化（乐山盛和持股38.12%）所在的乐山市五通桥区遭遇特大

洪水，工厂水位较深，目前已全部停产。

胡泽松表示， 洪水带来的直接损失保险公司会有一定程

度的赔付，目前正在定损理赔，阳光保险已预先向乐山盛和支

付1000万元理赔预付款。 洪水造成的间接损失是对乐山盛和

生产的影响。由于保险公司的定损和理赔工作还没有结束，乐

山盛和还不能全面复产， 有些生产设施的修复重建还涉及到

政府审批备案，都在进行之中。

“目前影响复工复产的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方面是保险

理赔工作比较复杂。公司高纯净度产品过水后，未来再加工代

价有多大，需要进行定损。阳光保险聘请了稀土行业专家参与

理赔工作，所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定损涉及现场

确认问题，所以不敢贸然复工复产。 另一方面，公司灾后生产

线恢复，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技改项目，需要按照项目审批制度

进行管理。 这方面， 政府搭建了绿色通道， 支持公司复工复

产。” 胡泽松表示，“除了进行复工复产准备外，公司也在积极

申请灾后的政府补助。 希望多措并举，降低损失。 我们有信心

通过加快恢复生产，把损失抢回来。 ”

对乐山盛和及润和催化的停工停产对盛和资源的影响，

胡泽松表示，公司积极利用板块之间的协同效应，将受损比较

轻的工段与其它工厂进行协调，尽量保障客户产品的供应。所

以虽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未来公司将把自身优势与市场导向进行紧密结合，走

多元化的道路，坚持走两头延伸战略。公司也会积极寻找优质

的下游项目，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投资。 ” 胡泽松表示，公司会

寻找行业内具有独特优势的、适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标的，补足

短板，而不是去盲目跟风。

在GNC破产事项分配判决中未获清偿

哈药股份超20亿元投资“打水漂”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在国际保健品巨头GNC持续了一段时

间的破产重整程序后， 哈药股份10月16日

晚公告称，公司当日接到控股股东哈药集团

的通知，美国东部时间10月15日，美国高等

法院举行听证会以确认GNC债权人权利的

分配事宜。 公司作为GNC优先股股东，偿还

次序位列普通债权人之后，在分配判决中未

获得清偿。 鉴于上述听证会的结果，GNC可

转换优先股2.18亿元人民币的余额将冲减

公司净资产，最终金额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

告为准。

2.18亿元余额将冲减净资产

哈药股份10月16日晚公告显示， 公司

作为GNC优先股股东， 偿还次序位列普通

债权人之后， 在分配判决中未获得清偿。

GNC债权人权利的分配事宜预计将在本月

末全部完成，公司最终所获清偿以分配执行

情况为准。

哈药股份表示， 截至公司2020年半

年度报告， 因GNC可转换优先股公允价

值变动累计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损失

18 . 3亿元人民币已冲减公司净资产，GNC

可转换优先股的余额为2 . 18亿元人民币；

公司已对GNC可转换优先股的应收股利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冲减本期损益1 . 71

亿元。

哈药股份称， 鉴于上述听证会结果，

GNC可转换优先股2.18亿元人民币的余额

将冲减公司净资产，最终金额以公司披露的

定期报告为准。

早在6月下旬，哈药股份就公告了GNC

破产重整对公司可能带来的影响。哈药股份

当时表示，若GNC可转换优先股总计20.49

亿元的投资部分或全部无法收回，将冲减留

存收益；若累计1.71亿元的应收股利部分或

全部无法收回，将计入当期损益。

今年上半年， 哈药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48.09亿元，同比下降12.8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33亿元，上年同期

亏损4234.71万元，亏损幅度大幅扩大。

哈药股份“踩雷”

作为国际知名的保健品、营养品等膳食

营养补充剂品牌，GNC在全球50余个国家

和地区拥有9000余家零售门店， 提供1500

余种健康类产品。

近年来，受到美国本土市场比重下降及

消费者喜好变化等的影响，GNC业绩并不

尽如人意，多年出现亏损，债务负担日益加

剧。 此外，今年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冲

击，公司走到破产重整的地步。 随着业绩持

续下降，GNC股价近年来也持续下跌。

GNC的重整，还因此殃及了哈药股份。

回顾此次与GNC的合作， 原本哈药集

团打算以旗下另一家医药流通上市公司人

民同泰来实施。此后，综合考虑资金、规模等

因素，哈药股份成了此次并购的实施主体。

哈药股份投资约3亿美元认购GNC发

行的可转换优先股299950股， 该股票可随

时转换为普通股。 转股完成后，哈药股份成

为其单一最大股东。 双方约定完成投资时，

GNC董事会增至11人，其中哈药股份指派5

名董事。

此后， 为加快开展GNC在中国大陆的

业务， 哈药股份与GNC在上海及香港成立

合资公司。 哈药股份对GNC在上海新设立

的外商独资企业PRC� JV进行增资，投资金

额为等值于2000万美元的人民币， 取得

PRC� JV65%的股权。 此外，对GNC在香港

已注册的独资公司GNC� HK进行增资，投

资金额为1港币， 取得GNC� HK� 65%的股

权。 哈药股份期望借此快速成为中国膳食

补充剂及保健品行业领军企业。

但没想到这桩“联姻” 走到了今天的

局面。

哈药股份9月18日公告称，美国东部时

间9月17日， 美国破产法院批准GNC以7.7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资产出售给哈药集团，该

事项后续还需要在美国高等法院定于9月

2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批准。

对此，哈药股份在对媒体报道作出澄清

说明中表示，根据哈药集团的告知，即使法

院最终判决哈药集团参与本次GNC重整事

宜，则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交割，仍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此外，哈药集团进一步告知，若哈药集

团最终完成本次交易，则其在短期内不存在

将GNC业务并入哈药股份的计划； 由于哈

药股份所涉保健品主要是保健品的生产业

务且业务基本布局在中国大陆， 而GNC主

要是从事保健品的零售业务，且业务基本布

局在美国， 同时哈药股份与GNC所涉及的

保健品基本不属于同一品类，其理解该等交

易并不会导致其与哈药股份构成同业竞争。

哈药股份9月21日晚公告称，法院于美

国东部时间9月18日公布正式的判决结果，

批准哈药集团与相关方签署的Stalking�

Horse� Agreement及其他交易文件， 并批

准、 授权相关方按照该等交易文件推进

GNC出售计划。

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屡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

在海外投资中铩羽而归。

光大证券子公司光大资本的下属子公

司光大浸辉，2016年联合暴风集团等设立

了浸鑫基金，并通过设立特殊目的载体的方

式直接或间接收购境外MPS公司65%的股

权。 光大资本作为劣后级合伙人之一，出资

人民币6000万元。后来，MPS公司经营陷入

困境，浸鑫基金未能按原计划实现退出。

为此，2018年光大证券计提了14亿元

预计负债及1.21亿元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2019年上半年， 光大证券对MPS风险项目

再次计提了约3亿元预计负债，2019年下半

年针对MPS计提预计负债共计13.01亿元。

光大证券累计对MPS事项计提预计负债已

超30亿元。

广发证券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的下

属全资子公司广发投资香港此前在开曼

注册成立了一只以衍生品对冲策略为主

的多元策略Pandion基金。2018年度，由于

外汇剧烈波动和相关市场流动性缺乏等

原因，该基金遭受了重大投资损失。 广发

证券2018年合并净利润为此减少人民币

9 . 19亿元，已超过广发证券2017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10%。

庞大集团早前收购萨博汽车就遭遇了

萨博汽车破产。庞大集团此后决定停止收购

萨博汽车股份， 并就此前支付的4500万欧

元购车预付款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提取

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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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补库存助推

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

□本报记者 刘杨

由于天气降温，需求提升，液化天然气市场持续火热。数据显示，10月15日，国内液化天然气

均价为2900元/吨，自10月8日以来已累计上涨10.27%，自9月15日以来已累计上涨23.23%。

主要原因是，部分北方城市进入冬季供暖期，地区城市燃气公司补库存开启。 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随着冬季供暖开启，市场需求量逐渐增加，加之原料气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推动，预计短期

内液化天然气价格将持续上涨。

涨价势头强劲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从10月15

日起， 我国北方城市提前步入冬季供暖

期，地区城市燃气公司补库存开启。陕西、

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多地的液化天

然气价格持续上涨，平均每吨上调100元

至250元。

生意社液化天然气分析师佟贺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10月10日起，西北

原料气基准价格上调至1.28元/立方米，

成本上涨也助推液化天然气价格走高。目

前，液化天然气工厂开工稳定，少数企业

存检修计划，整体开工率略升。

根据生意社监测的数据，目前液化

天然气价格普遍上涨。 截至10月15日，

内蒙古地区液化天然气均价在2910元/

吨附近， 价格上涨； 陕西地区均价在

288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山西地区均

价在297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新疆地

区均价在327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宁

夏地区均价2980元/吨附近，价格上涨；

四川地区均价在2660元/吨附近， 价格

暂稳。

液化天然气价格走高，带动A股燃

气板块上涨。 截至16日收盘，WIND燃

气指数上涨4 . 26%至2042 . 44点。 个股

方面，大通燃气涨停，天壕环境等上涨

逾8%。

冷冬提振需求

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 北京等地部分地区10月13日迎来

今年入秋以来最低温度，部分地区出现降

雪，寒冬提前来临。 卓创资讯分析师李训

栋指出，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城市燃气

公司补库存需求增加，这将带动液化天然

气需求量增加，预计下周液化天然气市场

供应量将继续提升。

工厂方面，内蒙古、四川、陕西等地区

多家液化天然气工厂近日有开工计划，将

带动国内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增加。接收

站方面，价格上行后，液化天然气槽批量

也有增加预期。

李训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液化天

然气工厂开工负荷近期已超过60%，并将

持续高位运行。 此外，随着近几年煤改气

政策的持续推进，今年冬季的液化天然气

需求量总体比往年同期有所上升。

有业内人士预计，煤改气行动将为今

年天然气增长贡献约50亿立方米的消费

量，帮助中国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

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实现6%的年消费

增长率。

李训栋分析称， 受原料气价格上涨和

供暖季提前的影响， 液化天然气市场价格

持续攀升， 目前价格变动趋势与往年波动

一致，符合市场价值变化规律。 短期内，市

场价格会根据供需情况震荡变动。 随着检

修工厂陆续开工、城市燃气公司备货结束，

液化天然气市场价格将于11月中旬趋稳。

后市或温和上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11月起，更多

城市将正式进入供暖季，部分地区城市燃

气公司也陆续开始补货。 随着需求上升，

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还会上涨，不过上涨幅

度将较为平稳，不会出现去年因原料气涨

价，供应紧张而出现的快速上涨行情。

佟贺分析称，受疫情影响，今年液化

天然气市场下游需求减弱。 从目前来看，

市场整体供应比较平稳， 保供措施良好，

价格较难出现特大涨幅，后市或将呈温和

上涨走势。

价格方面，李训栋分析称，目前国内

液化天然气出厂价格与2019年出厂价格

走势一致， 虽近期液化天然气市场火热，

但随着供应逐渐企稳，预测11月、12月国

内液化天然气出厂价格将在3900元/吨

左右震荡，同比下降5%至10%。

佟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她认为，

目前市场整体情绪较好，旺季到来，市场

需求增加， 加之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推

动，预计短期内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或将持

续上涨。不过，她表示，今年液化天然气的

价格很难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价格上涨的

趋势是确定的，但涨价速度不会太快。

川财证券认为，因今年煤炭和天然气

价差历史性缩小、中俄东线通气以及天然

气管道建设加速，今年冬季具备煤改气的

基础，天然气需求有望超预期增长，建议

关注国内燃气企业，尤其是销售地集中在

东北地区的燃气企业。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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