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宝武 “合

金化” 混改加速

超30家子公司有望奔赴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王辉 李岚君

10月12日，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宝武” ）和上海联交所联合举办的中国宝武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专场推介会暨全面金融服务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21宗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在会上集中亮相。 相关项目拟通过增资扩股、改制上市等多方式、多渠道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少项目计划2至3年内培育上市，部分即将接受上市辅导。

中国宝武此前提出，2020年起三年内除特殊目子公司外，所有一级子公司都要混

改上市。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宝武超30家子公司有望在2023年前奔赴资本市场，实现

更有竞争力、体制机制更灵活的“合金化”混改。

提高集团资产证券化率

中国宝武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以来，中国宝武再次组织开展对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的全面梳理，在梳理出一批“宜混”企业的基础上，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分期分批、“一企一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实施。 同时，中国宝武搭建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体系，与相关金融机构、交易机构合作，为子公司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多方位、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与相关券商合作，对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进行逐项梳理和诊断，进一步确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目标，并使子公司在制定混改方案初期就能获得更具专业性的指导；搭建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宣传平台，联合产权交易机构加大项目全周期宣传力度。

本次专场推介会推出的项目包括与钢铁主业相关的新材料产业、智慧服务产业、资源环境产业和产业金融业的子公司，涉及行业较多，其中包括资本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宝钢金属（集团旗下新材料板块主力军）、宝武碳业科技（新型炭材料行业头部企业）、宝武清洁能源（拥有全国最大最稳定的绿电消纳市场）、华宝基金（管理公募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等明星企业。

中国宝武资本运营部总经理路巧玲表示，本次推介的相关混改项目，下一步要进行股改上市，以此提高集团的资产证券化率。 截至目前，中国宝武已经拥有12家上市公司，未来五年计划将上市公司数量增加至20家。

来自中国宝武网站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宝武合计有超过30家子公司。 根据此前中国宝武对集团混改设定的目标，从2020年开始的三年内，中国宝武旗下除了经过评估有特殊目的的子公司之外，所有一级子公司都要完成混改上市。

大力推动子公司改制上市

中国宝武总会计师朱永红在本次混改推介会上表示，近几年，中国宝武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完成了十多例增资混该项目。 通过产权市场混改，企业充分发挥了各方股东优势，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扩大了央企与社会资本之间业务协同，带动了上下游各类企业共建产业链、供应链，各类资本实现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他同时表示，希望产业资本与金融机构、产权交易平台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未来混改的运作中紧密合作，为投资人创造良好的回报。

路巧玲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可以增强集团各子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降低中国宝武的资产负债率。 在条件成熟的子公司，还可以考虑实施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从而增强企业活力。

对于中国宝武加快推进的混改，中国宝武董事长陈德荣认为，“钢铁产品如果只是纯铁，强度有限，只有经过合金化才能大幅提高钢材强度，混改就是合金化。 ”

中国宝武在本次混改项目推介会上表示，中国宝武未来将“宜混尽混”“已混深混” ，落实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合金化” ；通过‘私混公混’ ，大力推动子公司改制上市，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充分激发内在动力活力，形成自我激励及约束机制，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加快战略规划的部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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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叠加供应紧张

多家公司上调产品价格

● 本报记者 康曦

10月12日晚间，又有2家上市公司发布产品提价公告。 龙

佰集团上调主营产品各型号钛白粉销售价格， 海天味业对酱

油、蚝油、酱料等部分产品的出厂价格进行调整，主要产品调

整幅度为3%-7%。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 已有13家

上市公司发布产品提价公告，部分上市公司多次提价。 其中，

龙佰集团已发布10次产品提价公告，中核钛白、惠云钛业各

发布7次提价公告。 上市公司提价的产品主要涉及钛白粉、烧

碱、锆产品、瓷砖、调味品等。

原材料价格上涨

10月12日晚间，海天味业公告，鉴于各主要原材物料、运

输、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为了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和服务，促进市场可持续发展，经公司研究决定，对酱油、蚝

油、酱料等部分产品的出厂价格进行调整，新价格将于2021

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

此前市场就有传闻， 海天味业将在9月26日之前向经销

商口头传达提价信息，提价幅度为5%，提价范围涵盖酱油、酱

料及蚝油。 为此，海天味业9月27日发布公告称，由于今年以

来各主要原材物料、运输、能源等成本持续大幅上涨，给公司

的经营带来了一定挑战， 近期公司正在评估是否对产品价格

进行调整，但调价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0月12日晚间， 亚洲最大的钛白粉企业龙佰集团公告，

根据钛白粉市场需求情况、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自即日

起，公司各型号钛白粉（包括硫酸法钛白粉、氯化法钛白粉）

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700元/吨，对国

际各类客户上调100美元/吨。 公司将密切跟踪钛白粉价格走

势及供需情况，及时做好钛白粉产品的调价工作。

这是龙佰集团今年以来第十次发布提价公告。业绩方面，

龙佰集团预计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1

亿元-44.84亿元，同比增长80%-130%。 对于业绩变动原因，

公司表示，前三季度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市场处于景气周期，

销售价格同比增长较多，现有钛白粉产能利用率提升，特别是

公司氯化法产能有效释放。 虽然原辅材料价格及运输费用大

幅上涨对经营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但公司垂直一体化的

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充分显现，促使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明显。

涉及产品较多

今年以来，已有13家上市公司发布产品提价公告，产品

涉及钛白粉、磷酸锂、烧碱、锆产品、瓷砖、调味品等。

1月9日，龙蟒佰利公告，自即日起，公司各型号钛白粉

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500元/吨，对

国际各类客户上调100美元/吨。 这是今年以来首家发布产

品提价的上市公司。 7月7日，龙蟒佰利证券简称变更为“龙

佰集团” 。

1月11日、12日，中核钛白、惠云钛业、安纳达相继宣布对

主营产品钛白粉进行提价，提价幅度与龙蟒佰利保持一致。

东方锆业也开启了产品价格上涨态势。 3月26日，东方锆

业发布今年的首份产品提价公告， 鉴于各种原辅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和运行费用进一步提高， 公司已于近期合计3次上调

主营产品销售价格，分别累计上调氯氧化锆产品1500元/吨、

二氧化锆产品4500元/吨、 锆英砂和金红石产品500元/吨以

及复合氧化锆产品5000元/吨。

树脂产品方面，3月31日，洪汇新材公告，综合近期公司

主营产品之一的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树脂市场行情、 原材

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公司决定自3月29日起，在原价格基础上

对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树脂二元系列产品的国内销售报价

上调1000元/吨。

4月19日，多氟多公告，根据目前国内国际六氟磷酸锂市

场情况，自即日起，公司六氟磷酸锂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

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3万元/吨，对国际各类客户上调4500美

元/吨。

烧碱方面，9月23日，航锦科技公告，受市场行情因素影

响，公司主要产品烧碱（各浓度）价格全面上调，在现有销售

价格基础上， 国内客户折百液碱销售价格近一周累计上调

1320元/吨，累计涨幅约51%。

东鹏控股和帝欧家居相继宣布对瓷砖产品进行提价。 东

鹏控股9月24日公告， 为应对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及受供

需影响，公司将对主营产品价格进行调整，自2021年10月1日

起上调瓷砖产品的销售价格。 帝欧家居10月11日公告，控股

子公司佛山欧神诺自2021年10月11日起上调瓷砖产品的销

售价格。

部分公司多次提价

今年以来，6家上市公司多次发布产品提价公告，其中龙

佰集团发布产品提价公告的次数达10次。

龙佰集团自1月发布第一次产品提价公告以后， 其产品

价格一路上涨，包括钛白粉涨价公告9次，海绵钛和钪产品各

一次。 以10月13日汇率计算，龙佰集团通过9次提价，公司各

型号钛白粉（包括硫酸法钛白粉、氯化法钛白粉）销售价格在

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7689元/吨， 对国际各类客

户上调1177.57美元/吨。

10月以来，龙佰集团已发布了两次产品提价公告，其中

一次是海绵钛，一次是钛白粉。 龙佰集团10月11日公告，根

据海绵钛市场需求情况、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自即日

起， 下属子公司云南国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德通国

钛金属有限公司海绵钛产品含税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

各类客户上调2万元/吨。

中核钛白、 惠云钛业今年以来各发布产品提价公告7

次。 经过7次提价，中核钛白的钛白粉销售价格国内客户上

调6200元/吨，国际客户上调1030美元/吨；惠云钛业的钛白

粉销售价格国内客户上调6500元/吨，国际客户上调1080美

元/吨。

金浦钛业6次上调公司钛白粉销售价格。 公司锐钛型和

金红石型钛白粉累计对国内客户上调6000元/吨， 对国际客

户上调950美元/吨。 而安纳达4次上调钛白粉产品价格。

另外，东方锆业对其产品进行了6次提价，提价的原因是

原辅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且供应紧张。

监管趋严 医美龙头公司价值凸显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0月13日，医美概念股走强。 其中，漱

玉平民、金发拉比、宜华健康涨停，贝泰妮、

朗姿股份、苏宁环球上涨超过4%。 医美概

念龙头公司朗姿股份和奥园美谷10月12日

晚相继发布了三季度业绩预报， 均为大幅

预增。 业内人士认为，行业监管趋严，合规

持证的医美产品市场份额将提升。 医美产

品龙头生产商核心竞争力突出， 三季报业

绩有望保持较高幅度增长。

业绩大幅预增

朗姿股份10月12日晚公告， 预计前三

季度净利润为1.47亿元-1.65亿元，同比增

长194.04%-230.04%；其中，第三季度净利

润为5368.31万元-7168.31万元，同比增长

1.54%-35.58%。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表示，通过

女装品牌战略升级、渠道调整优化、线上渠

道持续发力等举措，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均

较去年同期取得大幅增长；医美业务区域战

略持续深化、全国布局战略快速推进。 随着

医美机构数量的增长和营业收入的快速增

长，该业务板块对公司整体的重要性日益显

著；婴童业务通过产品调整和线上收入的提

高，营业收入稳定增长，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朗姿股份称， 将在继续巩固和增强时

尚女装行业竞争力的基础上， 紧紧抓住医

美行业的发展机遇，集中优势资源，加快医

疗美容业务的区域深化和全国布局， 稳步

推进以时尚女装、 医疗美容和绿色婴童为

主业的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战略。

奥园美谷同日公告， 预计前三季度净

利润为 2亿元-2.5亿元 ， 上年同期亏损

9620.68万元。 公司表示，第二季度收购的

连天美并表带来正向贡献，连天美4月-9月

净利润约4618万元，归母净利润约2540万

元；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于第三季度完成

了其中主要房地产项目的股权变更及主要

股权款项的收取，出售收益于9月确认。

浙商证券研报显示， 朗姿股份医美业

务所在行业发展迅速， 公司旗下医美资产

优质，在A股具有稀缺性。 而奥园美谷医美

全产业链布局已初步成型， 未来将通过优

质标的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不断扩大收入

及利润体量。

持续加码业务

近期，医美上市公司持续加码业务。

华东医药10月7日晚公告，公司英国全

资子公司Sinclair与比利时KiOmed近日

签署产品独家许可协议 ，Sinclair获得

KiOmed的4款在研全球创新型KiOme-

dine壳聚糖医美产品及后续开发的全部壳

聚糖相关产品除美国以外的全球其他区域

在皮肤医美领域的独家许可， 包括利用

KiOmed相关知识产权进行研发、 生产及

商业化权益。

为加快医美业务的战略布局，朗姿股份持

续投资设立医美股权基金。9月26日，朗姿股份

与参股公司朗姿韩亚资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有限合伙协议》，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亿元，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设立医美股权并购基

金—芜湖博辰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暂定名），基金规模为6.01亿元。

9月28日晚，江苏吴中发布公告，拟投

资1亿元设立江苏吴中美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在统一平台集中运营管理公司医美

产业板块， 加快推进公司医美产业战略落

地和规模化运营布局。

奥园美谷深化光电类医美产品布局。

公司宣布，联袂全球光电医美龙头科医人，

首批代理其DivinePro非凡蛋白机、Leg-

endPro传奇美肌两款光电美容设备。

同时，基于对医美行业前景的看好，越来

越多的上市公司计划跨界布局医美赛道。 中

超控股10月13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目前正在对相关医美项目进行考察。

行业龙头受益

当前， 我国医美行业处于高速成长阶

段。 据艾媒咨询研究，2020年中国医美市场

用户规模约1520万人， 近五年复合增长率

达52.6%。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

医美市场规模达1975亿元。 机构预计，2025

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有望增至2781亿元。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 龙头机构的品

牌价值将长期凸显。

浙商证券称， 近期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关于 《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反馈，主要集中在语言表

述、定义解释、相关条款细化、与其他法律

规定的衔接及医美平台监管等方面。 预计

监管政策将持续推进落地， 促进医美行业

的规范化发展。

医美行业监管政策不断发布。 6月10

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打击非

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决定

于2021年6月至12月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

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 规范医疗美容

服务信息和医疗广告行为等。10月11日，国

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开展化妆品“线上净

网线下清源” 专项行动的通知》，加强网络

销售化妆品监督管理， 严厉打击利用网络

销售违法化妆品行为。

开源证券认为， 行业整体监管趋严，对

医美产品生产方而言，合规持证产品对不合

规产品的替代速度和程度将提升，利好具备

III类医疗器械资质的国货医美产品龙头。医

美上游行业研发、资质壁垒高，爱美客、华熙

生物等龙头公司在产品技术、安全性和有效

性等方面均已得到下游医美机构和终端消

费者认可，核心竞争力突出，明星产品+新产

品有望共同驱动持续增长。 对医美机构而

言，在医美广告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机构的

品牌价值将凸显，利好龙头医美机构。

中国移动发布超级SIM卡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 本报记者 杨洁 杨烨

10月13日， 中国移动联手中国工商银

行在苏州发布 “基于超级SIM卡的数字人

民币支付产品SIM� PAY” 。 手机SIM卡可

以成为用户高频小额移动支付场景中的

“硬钱包” 。 中国移动方面表示，未来超级

SIM卡可能融入千行百业， 成为多种支付

方式聚合的数字资产安全载体，实现“一卡

走天下” 。

另外，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此前均表

示， 正在研发基于SIM卡载体的数字人民

币“硬钱包” 。

无需联网即可付款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发布会现场体验了

超级SIM卡的安装以及数字人民币 “硬钱

包” 的使用。 在商超进行付款时，无需扫码

或者调出二维码， 只需要把锁屏状态的手

机碰一碰商家经改造过的POS机， 即可轻

松完成了付款。

现场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称， 近一年

来中国移动集中力量针对SIM� PAY进行

了技术攻关和产品体验优化， 目前SIM�

PAY钱包双离线交易速度已经达到1秒之

内。 除了商超，地铁公交、共享单车、医保业

务等生活场景也支持数字人民币 “硬钱

包” 的使用。

“出行更方便，排队时间也缩短了。”

现场体验者感叹说，“不用扫码对一些不

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会更加友

好。 ”

中国移动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孙健介绍，SIM� PAY具有四大特性，

支持双离线支付， 交易双方在没有网络

覆盖的情况下亦可完成支付；使用便捷，

不需要打开手机APP，“碰一碰” 即可完

成支付；号码即账号，通过手机号码可快

速开通SIM� PAY钱包，实现移动用户无

门槛开立钱包； 支付即结算， 资金实时

到账。

孙健强调，SIM� PAY能更好地满足普

惠金融的要求， 可为老人和小孩提供内置

超级SIM的可视卡、 或智能穿戴设备等新

型、不依赖于手机的支付介质，提供便利的

支付服务。 此外，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在

支付时不受网络情况限制， 支持全场景交

易；安全性方面，超级SIM基于硬件终端方

案，安全密钥管理遵循GP规范，且支持国

密算法， 比软件方案具备更高和更强的安

全等级。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副总经理关懿珉介

绍，2021年7月SIM数字人民币 “硬钱包”

（SIM� PAY产品） 实现首次试商用以来，

已经成功发卡1000张。

孙健表示，SIM� PAY的应用场景将不

断扩大， 将逐步应用于购物消费、 交通出

行、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生活缴费等场景。

未来中国工商银行500余万线下商户、中国

移动数十万移动营业厅的受理终端均将支

持数字人民币SIM� PAY，促进数字人民币

规模发展。

探索“物物支付” 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 三大运营商均积极参

与以SIM卡为载体的数字人民币钱包研发

和试点。

中国电信披露， 与中国银行联合研发

的“数字人民币” 钱包近日正式上线，10月

底后将试点推出电信SIM卡硬钱包功能，

支持“离线” 收付款。 中国联通则与中国银

行合作， 推出了中国联通沃钱包APP数字

人民币钱包， 用户可在APP内开立数字人

民币钱包。

孙健表示，超级SIM卡目前是中国移

动集团八大战略产品之一。 中国移动致

力于推动超级SIM卡成为国家级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聚焦“1+1+N” SIM应用，

不断拓展交通出行卡、 数字银行卡等更

多SIM卡应用。 2021年6月，中国移动完

成新一代超级SIM卡的招标采购， 未来

两年将面向用户提供超过 1 .1亿张超级

SIM卡。

“物物支付” 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看

重的下一个移动支付场景。 工商银行表示，

将与中国移动积极开展数字人民币与5G、

物联网、车联网等新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

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于物联网、 车联网支

付场景，通过支持“物物支付” ，更好地适

应物联网终端设备支付的需要。

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上海宝山基地的冷轧厂C008热镀锌智能车间。 新华社图片

中国宝武“合金化” 混改加速

超30家子公司有望奔赴资本市场

10月12日， 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中国宝武”）和上海联交

所联合举办的中国宝武混合所有制改革

项目专场推介会暨全面金融服务签约仪

式在上海举行，21宗混合所有制改革项

目在会上集中亮相。 相关项目拟通过增

资扩股、改制上市等多方式、多渠道实施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少项目计划2至3年

内培育上市，部分即将接受上市辅导。

中国宝武此前提出，2020年起三

年内除特殊目子公司外，所有一级子公

司都要混改上市。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

宝武超30家子公司有望在2023年前奔

赴资本市场，实现更有竞争力、体制机

制更灵活的“合金化” 混改。

● 本报记者 王辉 李岚君

提高集团资产证券化率

中国宝武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以

来，中国宝武再次组织开展对子公司混合所

有制改革情况的全面梳理， 在梳理出一批

“宜混”企业的基础上，制定混合所有制改

革计划，分期分批、“一企一策”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项目实施。 同时，中国宝武搭建混

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体系， 与相关金融机构、

交易机构合作，为子公司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提供多方位、 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与

相关券商合作，对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项

目进行逐项梳理和诊断，进一步确定混合所

有制改革工作目标，并使子公司在制定混改

方案初期就能获得更具专业性的指导；搭建

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宣传平台，联合产权交

易机构加大项目全周期宣传力度。

本次专场推介会推出的项目包括与钢

铁主业相关的新材料产业、智慧服务产业、

资源环境产业和产业金融业的子公司，涉

及行业较多， 其中包括资本市场关注度较

高的宝钢金属（集团旗下新材料板块主力

军）、宝武碳业科技（新型炭材料行业头部

企业）、宝武清洁能源（拥有全国最大最稳

定的绿电消纳市场）、华宝基金（管理公募

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等明星企业。

中国宝武资本运营部总经理路巧玲

表示，本次推介的相关混改项目，下一步

要进行股改上市，以此提高集团的资产证

券化率。 截至目前，中国宝武已经拥有12

家上市公司，未来五年计划将上市公司数

量增加至20家。

来自中国宝武网站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宝武合计有超过30家子公司。根据此前

中国宝武对集团混改设定的目标，从2020

年开始的三年内，中国宝武旗下除了经过

评估有特殊目的的子公司之外，所有一级

子公司都要完成混改上市。

大力推动子公司改制上市

中国宝武总会计师朱永红在本次混

改推介会上表示，近几年，中国宝武通过

产权交易机构完成了十多例增资混该项

目。 通过产权市场混改，企业充分发挥了

各方股东优势，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

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扩大了央企与社会

资本之间业务协同，带动了上下游各类企

业共建产业链、供应链，各类资本实现了

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他同时表示，希望产

业资本与金融机构、产权交易平台坚持合

作共赢的理念，在未来混改的运作中紧密

合作，为投资人创造良好的回报。

路巧玲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通

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可以增强集团各子

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降低中国宝武的资

产负债率。 在条件成熟的子公司，还可以

考虑实施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从而增强

企业活力。

对于中国宝武加快推进的混改，中国

宝武董事长陈德荣认为，“钢铁产品如果

只是纯铁，强度有限，只有经过合金化才

能大幅提高钢材强度，混改就是合金化。”

中国宝武在本次混改项目推介会上

表示，中国宝武未来将“宜混尽混”“已混

深混” ， 落实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合金化” ；通过‘私混公混’ ，大力推动

子公司改制上市，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 充分激发内在动力活力，形成自我

激励及约束机制， 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加快战略规划的部署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