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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2020 年伊始，*ST 盐湖（即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表述
方便，以下均称为*ST盐湖）的业绩
预告引发市场强烈关注。1 月 11
日晚间 ，*ST 盐湖发布公告称 ，

“预计公司 2019 年净亏损 432 亿
元-472亿元。”这一亏损额或会成
为A股史上“亏损王”。

紧接着，1月13日，*ST盐湖收
到深交所关注函，要求说明此次资
产处置导致大额资产减值417亿元
的必要性和和合理性。量化分析
并结合公司氯化钾、碳酸锂业务等
对业绩影响，论证公司此次资产处
置后，是否具备可持续的经营和盈
利能力等问题。

对此，*ST 盐湖相关人士 1 月
12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预计亏损并非经营带来
的亏损，而是剥离资产带来的一
次性损益。“本次资产处置是推动
公司重生的必要之举，也是维持
*ST盐湖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维
护广大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重要
措施。”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钾
盐产业是青海的经济支柱。从维
持上市公司地位和保障股东与债
权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剥离亏损不
良资产成为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申万化工首
席分析师宋涛看来，2020年*ST盐
湖大概率会面临被暂停上市一年，
但是“预计2020年盐湖的常态利润
在 40 亿元左右，公司有望于 2021

年恢复上市”。

439万元劳务欠款
引出472亿元预亏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ST
盐湖即是大名鼎鼎的青海盐湖钾
肥股份有限公司。早在2006年，由
于 爆 炒 钾 肥 概 念 ，公 司 股 价 从
4.29 元/股 起 步 ，一 路 最 高 涨 至
2008 年 4 月 17 日的 103.94 元/股，
涨幅高达 2322.84%。然而，到了
2008年下半年，随着钾肥价格和需
求量一路下跌，*ST盐湖的股价也
应声下挫。虽然期间完成了与盐化
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但到了2013
年，股价就已跌至15元/股左右。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概念火
爆，受“盐湖提锂”主题大热影响，
*ST盐湖又一次成为资本追逐的焦
点。记者注意到，*ST盐湖股价从
2017年7月份的9.45元/股猛升至9

月21日的19.66元/股，短短两个月
暴涨了108.04%。

然而，热点过后，烟花散尽。
*ST盐湖的电池级碳酸锂热度，终
难敌其金属镁一体化项目所带来
的大幅亏空。2017年，*ST盐湖在
其上市 20 年后净利润首次亏损
41.59 亿元，亏损数额位列当年 A
股亏损上市公司第五名。截至目
前，*ST 盐湖股价仅为 8.60 元/股，
总市值239.60亿元。

事实上，资源型周期类的公司
由于阶段性开发过度，叠加经济周
期下行导致企业出现亏损，在行业
内也属正常。但时至2019年，一宗
439万元的劳务欠款纠纷，让市值
数百亿元的*ST盐湖亏损困境最终
浮出水面。

2019年 8月 15日，*ST盐湖债
权人泰山实业以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余额约 439万元，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ST盐

湖破产重整。债务纠纷缠身、银行
账户遭冻结的*ST 盐湖于 2019 年
11月23日至2020年1月10日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就公司
资产包进行了 6次公开拍卖，但因
在规定的拍卖期内无人参与竞拍，
前6次公开拍卖均惨遭流拍。

基于重整工作的推动及亏损
资产剥离的客观需求，青海国资委
全资子公司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决定以 30亿元的价格
受让*ST盐湖资产包。

记者注意到，本次拟处置的
*ST盐湖资产包所涉及的主要项目
为金属镁一体化项目，PVC一体化
项目，综合利用一、二期项目等，上
述项目未能按照项目设计规划达
产盈利，反而侵蚀了公司依靠钾
肥、锂业资源形成的利润，导致公
司陷入困境。

一次亏个够
意在未来扭亏？

事实上，439万元的劳务欠款
只是一个导火索。《证券日报》记者
查阅公司公告发现，截至 2020年 1
月1日，共有1104家债权人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 485.81
亿元。这意味着除了亏损之外，
*ST盐湖的债务欠款甚至已达到公
司市值的两倍。

由于此前的 2017 年、2018 年
已经连续两年亏损“披星戴帽”，此
番公司又预计 2019年净利润大幅
亏损。按照规定，*ST盐湖大概率
会进入退市整理，如果此后恢复盈
利，才能恢复上市。对此，业内普

遍认为，这也成为当地政府动用30
亿元剥离其不良资产的关键。

尽管*ST盐湖将三块化工资产
以 30亿元的价格低价打包卖给青
海国资，公司要为此承担接近 420
亿元的资产减值。

谈及*ST盐湖资产重整后的走
势，宋涛预计，2020年盐湖的常态
利润会达到 40亿元左右。其解释
道，2019年三季度公司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和一年到期非流动负债
分别为82亿元、115亿和160亿元，
合计357亿元债权。“扣除部分正常
债务30亿元，预计参与转股的债权
近 330 亿元，按照 25.76 亿股本计
算，转股价约为12.8元每股。”

宋涛表示，如果实现债权转成
股权后，债务转变成权益资产，预
计新增权益资产近 330亿元，就算
与 2019 年归属母公司所有人权
益-286.2亿元合并后，预计转股后
权益规模也近45亿元左右。

公司主营业务方面，氯化钾生
产持续稳定，产量较上年同期还出
现了大幅增加。数据显示，2019年
公司氯化钾产量 563万吨，报告期
销量 453万吨，销售价格同比有所
上升；子公司方面，2019年蓝科锂
业碳酸锂生产稳定，产量 1.13 万
吨，1.13万吨的全年销量与上年持
平。

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472亿
元的预计亏损有“业绩洗澡”之
嫌。随着国资接手相关资产，不良
资产将被剥离出上市公司，损失一
次性计提后明年公司保壳问题不
大。“一次亏损到位后业绩表现稍
好即能实现扭亏。”

439万元欠款引出472亿元预亏
*ST盐湖或成A股史上“亏损王”

本报记者 桂小笋

进入2020年，沪深两市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披露
2019年度的业绩预告。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月13
日，共有 697家公司预告年报业绩，其中，有 142家公司预
计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超过 100%（按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
最大变动幅度这一指标排序，下同）；从净利润情况来看，
有 4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将超过 100亿元（按预告净利润下
限这一指标排序，下同）。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指标来看，有 7家公司称净利
润有望同比达到 10倍以上的增长。从这 7家公司公告的
内容来看，报告期内能有大幅度的净利润增长，多数公司
称是因为合并报表变化所致。但也有公司解释称，“2019
年经营状况良好、订单提升、销售平稳是造成净利润同比
增幅较大的原因”。

从净利润金额来看，邮储银行、贵州茅台、温氏股份、
海康威视是这697家公司中预计净利润金额最高的4家公
司，皆超过了100亿元。

温氏股份详细解释了业绩状况，公司称，报告期内，肉
禽市场行情较好，公司积极发展养禽业务，实施增加投苗
等措施，实现了扩产增量增效。公司销售肉鸡 9.25亿只
（含毛鸡、鲜品和熟食），同比增长23.58%，销售均价同比上
涨9.93%，公司养鸡业务收入及盈利同比上升。

此外，温氏股份还提及，公司持续加强疫情防控，严抓
生物安全，全力推进生猪稳产保供。报告期内，公司销售
肉猪1851.66万头（含毛猪和鲜品），同比下降16.95%，但是
受国内生猪供给偏紧的影响，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46.57%，
公司养猪业务收入及盈利同比大幅上升；此外，公司金融
投资业务稳健增长，财务投资业绩同比上升。

综上所述，温氏股份预计2019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有较大幅度提升，预计净利润约为
138.5亿元至143亿元。

按温氏股份预计的最低净利润数据计算可知，在过去
的2019年，温氏股份每天净利润约为3800万元。

此轮“猪周期”为不少养殖龙头企业带来了业绩的实
质利好。有不愿具名的农业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解
释，“2020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可能仍将高位运行，价格走势
可能是前高后低，上半年是最缺猪的时候，复产在继续。
2020年对养殖龙头企业仍然是个不错的年份。”

生猪的价格上涨使得肉类替代需求增加，也带动了拥
有禽类养殖业务的企业业绩行情，例如，益生股份预计，受
鸡肉供给紧张和需求替代影响，行业景气度高，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产品父母代肉种鸡雏鸡及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较
去年同期大幅上涨。因此，公司在三季报中预测，2019年
全年净利润约为22.5亿元至23亿元，同比增长520.11%至
533.89%。

697家公司预告年报业绩
4家跨入净利百亿元俱乐部

本报记者 贾 丽

与民生消费息息相关的手机、
PC 及家电业，成为过去一年里较
为热闹的行业。

近日，运营商财经网发布了运
营商、互联网、手机、家电、芯片、
PC、软件等 18个细分领域的 2019
年度行业盘点报告。

2019年手机市场品牌聚合度
越来越高，不少手机企业退出市
场，手机企业高管则开始向大厂商
靠拢。而在 PC市场，2019年度传
统 PC行业比较“低沉”，新入局的

笔记本厂商则开始逐渐侵占PC市
场。大厂商之间诉讼、口水战、收
购事件不断，厂商纷纷在 5G市场
寻找新的发展红利。

去年 5G 手机扎推上市，预计
将在 2020年迎来一波高峰。截至
2019年，手机行业中已经有 10家
企业推出了5G手机。2019年度中
国 5G手机商用榜显示，华为推出
了 4款 5G手机，vivo和三星推出了
3款 5G手机，OPPO、小米、Redmi、
荣耀、联想、中国移动以及中兴均
推出了1款5G手机。

同时，伴随着国内手机品牌市

场份额的高度聚合，不少手机企业
先后退出智能手机市场，包括金
立、锤子手机、360手机、糖果手机
和索尼手机等。这也使得 2019年
手机行业的高管变动十分频繁，包
括锤子手机罗永浩卸任法人以及
多名高管离职；糖果 CEO 陈劲离
职，前往联想担任总经理等等。

此外，专利战是2019年手机企
业诉讼榜中的高频词，其中，OPPO、
小米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Sisvel，华为起诉传音使用华为手机
页面。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等诉讼，成
为手机行业频繁出现的热门话题。

而联想、华硕、戴尔、惠普等传
统PC厂商，受到了新入局的华为、
小米、荣耀等厂商的挑战，PC企业
也在随之改变管理架构。

在2019年度PC行业盘点榜单
中，华硕CEO沈振来辞职，由许先
越、胡书宾担任共同执行长职务，
谢明杰接任华硕COO；惠普CEO因
家庭原因宣布辞职；小米组建笔记
本电脑部，马强为总经理。

2019年，家电消费市场进入存
量升级阶段，抢占市场份额使得厂
商之间的公关战、口水战频发。有
业内人士提到，以前家电企业都相

对低调，但2019年却成为舆论的焦
点，让人不禁困惑，家电业怎么了？

其中，堪称年度最大口水战的是
格力和奥克斯的对峙；还有格兰仕与
天猫对簿公堂；美的与董明珠的“专
利”之争；董明珠控诉海尔举报奥克
斯时临阵脱逃；苏泊尔虚假宣传罚款
超348万元；布克诉讼方太侵权等。

家电企业的高管薪酬也成为
行业关注的话题，在运营商财经网
公布的“2019年度家电企业高管薪
酬 TOP10”中，创维集团行政总裁
刘棠枝以 1129.3万元年薪超过格
力、美的、九阳董事长。

手机和家电业去年“动静大” 不断上演诉讼与口水战

本报记者 曹卫新

科创板上市企业再添新成员。
1月13日，上交所发布首发提示性公告称，南京万德斯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斯”）A股股票将在
本所科创板上市交易。该公司A股股本为8499.7844万股，
其中1933.5434万股于2020年1月14日起上市交易。

公开资料显示，万德斯专业提供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开
发、系统集成与环境问题整体解决方案，主营业务聚焦垃
圾污染削减及修复业务、高难度废水处理业务等，是国内
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环保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2019年4月18日，万德斯科创板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
经历了问询、上市委会议、提交注册等一系列流程后，公司科
创板申请状态显示于2019年12月10日注册生效。2019年
12月24日，公司正式发布招股意向书，启动发行程序。

招股书显示，此次科创板 IPO募集资金公司将主要用
于“环保装备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财务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从
1.46亿元增长至 4.9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83.45%。其中，
2016年至 2018年，垃圾污染削减业务、垃圾污染修复业务
及高难度废水处理业务累计收入分别为 1.33亿元、2.59亿
元、4.51 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2.22%、
92.72%、92.15%，为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

上市公告书显示，万德斯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为 25.2
元/股，每股收益按照 2018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
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的话，此价格对应的市
盈率为21.85倍。

上游财经专家顾问江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国内环保产业起步较晚，但其市场需求比较大，如
何快速满足市场需求以及环保产业本身是否真正起到环
保的效果都非常关键。

在安信证券相关行业分析师诸海滨看来，万德斯是我
国垃圾污染和水污染治理行业的第一梯队企业，受益于环
保政策红利，其所处细分领域景气度较高。

记者了解到，万德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开展研究符合
我国国情的地下水修复技术体系，研制多级强化地下水原位
修复模块化技术装备，构建地下水在线监控预警平台，克服
地下水污染羽拖尾和反弹问题，并实现地下水水质监控预警
与装备自动化控制，完成了“识别-源控-阻断-净化-监测”
全链条污染防控技术集成，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经过十余年的行业积累以及在技术研发方面持续大
力投入，万德斯在垃圾污染治理和水污染治理细分领域已
经拥有一套成熟、先进的技术支持体系，在行业内具有显
著的优势。

依据战略规划，公司已确立企业愿景、价值观，明确发
展方向和绩效目标。秉承“敏捷高效、开放融合、规范严
谨、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和“矢志环保，用智慧呵护生态
文明”的企业使命，万德斯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的环境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未来，公司将依托主营业务，根据国家政策和战略发
展需求，加强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深度、拓宽应用领域和
市场，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同时通过重点开发环保源
综合利用领域技术，探索新兴业务模式，加快转型升级的
步伐，建立人才团队激励政策，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力争成
为环保细分领域的领导者，实现公司全面发展。

环保细分领域“淘金者”万德斯
今日登陆科创板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1月 13日，洪亮的上市钟声响
起，和远气体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作
为湖北省首家贫困县上市企业，上市
之路漫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八年历程，一路走来，唯有团
队的坚持和各方的支持，我们作为
民营企业一直追求上市，把生意做
成事业，这是我们的初衷。”和远气
体董事长杨涛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深耕工业气体十余载
为工业生产注入“血液”

工业气体产品是现代工业的
重要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钢铁、
化工、机械工业、电子制造、医疗、
玻璃工艺、新能源、食品、航天航空
等众多领域，被誉为工业生产的

“血液”。和远气体经营的主要气
体可大致分为三类：普通气体、特
种气体以及清洁能源。其中普通
气体包括氧、氮、氩、二氧化碳、乙
炔、丙烷等；特种气体包括氦气、氢
气等；清洁能源包括液态天然气
等。

1999年，在宜昌猴王集团干了
一年销售的杨涛偶然接触到了气
体行业，到三峡大坝开始了气体的
个体经营。“当时宜昌修三峡工程，
需要用大量气体，主要是氧气这样
的传统气体，我就开始做这个生
意，干到了 2003年，发现世界 500
强的企业中有气体公司，我们觉得
未来空间很大，而宜昌又有低廉水
电资源，2003年我们就建起了小工
厂。”杨涛向记者讲述了企业初创

的经历。
2003年，宜昌亚太气体有限公

司诞生，这家公司正是和远气体的
前身。在鄂西大山贫困地区，面临
着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畅、资金薄
弱的窘境，公司只是经营瓶装气体,
属于最基础的压缩模式，运输半径
也只有 100公里。2004年，公司利
用自有资金和 300万元贷款，总投
资 1000多万元建设全液化空分设
备，开始液态气体生产、销售业务。

“2004年，从技术上的突破，产
品由气态到液态升级，液化后的产
品运输半径达到300公里至400公
里，这一步质变，我们大概花了两
年的时间，从此视野开阔了。”杨涛
说。

无论是设备的提升、供气模式
的变化，还是销售半径的扩大，都
进一步坚定了杨涛发展气体的决
心。2006年，公司开始涉足管道供
气和现场制气领域，确立了“以瓶
装连锁为核心、以液态基地为保
障、以现场供气为支持”的经营战
略，销售半径则向全湖北省扩张，
生产基地也进行了更多的布局，鄂
西以猇亭基地为中心，辐射宜昌、
十堰、襄樊等地区；鄂东以浠水基
地为中心，辐射黄冈、武汉、鄂州、
咸宁感等地区，此外，还延伸至湖
南、安徽、江西等部分地区，和远气
体现已成长为华中地区节能环保
型综合性专业气体供应商。

目前，公司普通气体的产能达
到 30 万吨，比建厂初期增长了近
30倍，而营收也从建厂初期的数百
万元大幅提升。据招股说明书披
露，2016年至 2018年，和远气体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 4.06亿元、5.75亿

元、6.2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4100
万元、4496万元、7536万元，呈逐年
稳步增长态势。产品结构方面，目
前和远气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普
通气体。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
普通气体销售收入分别为 2.8 亿
元、3.78亿元、4.39亿元，分别占当
期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的 70.20% 、
68.70%、74.49%。

“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始终
坚持创新引领，不仅仅在技术上，
商业模式也要不断的创新。但国
内气体行业跟外资公司比创新远
远不够。”杨涛说。

实施双翼战略
拓展环保领域

杨涛所说的商业模式创新，也
体现在向循环经济业务的拓展。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环保政
策趋严。很多工业企业的环保标
准越来越高，对废气回收的压力越
来越大。以气体分离技术为核心
的和远气体看到了商机。

自2012年开始，公司依托气体
分离技术将经营战略升级为“双翼
战略”，即以工业气体产业为基础，
以节能环保产业为拓展方向。在

“双翼战略”的指引下，公司的工业
气体产业及以工业尾气循环再利
用为核心的节能环保产业不断成
型壮大。

和远气体的节能环保产业，一
方面坚持瓶装气体、液态气体终端
零售物流网络的建设与优化，另一
方面依托各地化工园区实现多要
素配置，利用现场制气、管道供气
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大宗

气体，将气体分离技术与经验应用
于尾气循环再利用，从尾气中提取
出高纯氢气、高纯氦气、液化天然
气等，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
环保的同时，也为公司未来发展提
供了强劲的动力。

和远气体目前已成功实施了
“兴发集团化工尾气提取高纯氢”、
“湖北三宁化工合成氨驰放气资源
综合利用”、“烽火藤仓氦气尾气回
收项目”、“新疆晶科单晶硅富氩尾
气回收循环再利用”等一系列项
目。降低成本、有效的解决了危废
处理，形成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同
时为公司在工业尾气回收领域建
立起良好的品牌效应，拓展了市场
空间，在市场上形成了有别于其他
气体公司的独特竞争力。

“过去是空气分离，随着将技
术延伸到工业尾气回收，不仅能够
与客户之间实现双赢，同时又解决
了环保问题。市场空间比较大，未
来工业尾气回收这一块会向全国
扩展，成为公司未来成长的重要支
撑点。”杨涛说。

借力资本市场
誓做民族气体排头兵

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引领
下，和远气体插上了资本的翅膀。
作为工业气体领域的老兵，资本市
场的新兵，杨涛充满期待和信心。

“我们拥有民族气体发展梦，即打
造民族工业气体排头兵，资本市场
对我们的这个梦想将起到支撑作
用，我们将保持昂扬的斗志，踏实
做好主业，借力资本市场让这个梦
想落地。”杨涛坚定地说道。

事实上，我国发展国防工业以
及芯片、半导体、电子、医疗等新兴
产业需要大量配套工业的支撑和
保障，相关配套工业的短板，比如
气体产业，将会严重制约我国国防
工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法液
空”、“梅塞尔”、“普莱克斯”、“美国
空气化工”、“林德气体”等大型气
体公司不仅垄断和引领了全球气
体工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占据了
50%左右的市场份额。目前，国内
没有一家在技术、研发、品种等综
合实力方面可与以上外资巨头竞
争的民族气体公司。除了行业起
步较晚的缘故外，国外的技术封
锁，也是影响我国工业气体产业崛
起的重要因素。因此，近几年国家
大力提倡气体企业在电子气体、特
种气体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缩小
与国外的差距。

根据规划，和远气体此次 IPO
计划发行不低于4000万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拟
募集资金3.94亿元，将主要投向鄂
西北气体营运中心项目、兴发集团
宜昌新材料产业园气体配套及尾
气提纯利用等5个项目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

未来，和远气体在做好工业
气体、尾气回收的基础上，将借助
资本市场，把研发拓展到电子气
体、特种气体等高技术领域，力争
用 5年至 10年时间将公司打造成
为一家能与国外气体公司进行竞
争的专业化、创新型民族气体公
司，为中国国防工业、芯片、半导
体、医疗等新兴工业的崛起提供
保 障 和 配 套 ，也 为“ 中 国 制 造
2025”做出贡献。

怀揣民族气体发展梦 小县城走出民营气体上市公司
——专访和远气体董事长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