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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 露

“这不是并购，是 1+1 大于 2
的合作，目前世茂没有现金流方
面的问题，双方未来整合的重点
应该是企业文化，预计合作细则 3
月份落地。”1 月 13 日晚，针对世
茂集团与福晟集团的最新动态，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世坛在福
州长乐机场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称。

这个在国内富豪排行榜上赫赫
有名的“许氏公子”，行事风格低调，
候机的时候并没有诸多人员簇拥陪
同，见到《证券日报》记者等一行媒
体，第一时间换完名片递过来一句
话：“来，坐下喝茶聊。”

与发布会现场的严肃端庄不
同，许世坛细致地描绘了世茂福晟
未来的蓝图：“这项合作从开始到现
在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目前新平台
股东和持股出资比例还没确定，未
来会按照规则严格披露。”

在1月13日下午举办的世茂、福
晟战略合作发布会上，许世坛在发言
时称：“世茂与福晟不存在谁收购谁，
是‘1+1＞2’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合作
不限于房地产开发，还包括物业管
理、旧城改造甚至商业办公等。我们
将建立一个新平台叫‘世茂·福晟品
牌’。未来合作的项目都会放在这个
平台。”

这场由世茂控盘，AMC 入局，
民营房企接受资源整合的战略合
作，拉开了房地产行业整合大潮
的序幕，也折射出时代变迁和行

业变革。

成立世茂福晟新平台

世茂集团这个在前几年颇为低
调的A+H上市地产集团，2019年反
其道而行之，通过大规模并购，成为
地产行业又一个“白衣骑士”。

在 1月 13日于福州举办的世茂
福晟战略合作发布会上，宣布成立
新平台，会后，许世坛、福晟集团董
事长潘伟明、世茂海峡发展公司董
事长吕翼等接受了媒体采访。

“实际上福晟旧改项目利润是
很高的，这是世茂薄弱部分。世茂
有一万多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在
全国前十的开发商里差不多排第 8

位。世茂的旧改规模接近 1000 亿
元，若加上福晟的4000亿元，我们可
能就排到第5名左右，补了世茂很大
的短板。”许世坛称。

根据潘伟明的描述，福晟在大湾
区有大量旧改项目，面积接近1000万
平方米，其中深圳前海的一个旧改项
目，面积就达150万平方米。就在发
布会的前一天，潘伟明还在旧改谈判
现场，见了 2000多名村民，摆了 200
多桌的宴会席，场面比过年还热闹。

新平台成立后，将并入世茂海
峡公司，由吕翼操盘。

“世茂福晟由世茂海峡主导，今年
预计完成300亿元销售目标，以后到
500亿元甚至1000亿元，权益都算在
吕翼分管的世茂海峡公司，吕董去年

（尚未与福晟达成合作前）完成了900
亿元销售指标，算上世茂福晟接下来
应该超过1000亿元，这种规模确实是
中国最大的地区公司。”许世坛表示。

可想而知的是，随着世茂福晟
并入世茂海峡公司，世茂集团旗下
的A+H股平台，净资产和利润也会
随之水涨船高。

对于新平台未来对上市公司的
影响，许世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称：“世茂是新平台操盘
方，我们对新平台是控股的，持股占
比较高，金融机构信达和东方资产
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预计具体的合
作细则会在3月份落地，新平台未来
对A股世茂股份和港股世茂房地产
都有影响，大部分旧改项目并入 A
股，一小部分商业并入H股。”

对于网传的世茂福晟平台持股
比例和出资金额，许世坛对《证券日
报》记者给予否认，他表示：“我们目
前还没有具体的数字出来，现在还
有很多工作在尽调环节，未来上市
公司层面会严格履行披露义务。”

世茂早已储备好“弹药”

此番世茂和福晟的合作，属于
福建地区龙头房企的强强联合。

“世茂和福晟此次合作将以世
茂福晟的新平台进行，此后福晟在
全国的项目，名字前面都要冠以‘世
茂’二字了。世茂将全面代管福晟，
进行代建和品牌输出。世茂福晟将
由以世茂海峡董事长吕翼为首的新
团队来全面掌管。”许世坛称。

世茂海峡是世茂集团2019年进
行并购事宜的主体。在此前收下泰
禾、粤泰公司地产项目时，世茂海峡
都冲在前面。

对于福晟资产包，许世坛毫不
吝啬溢美之词。“福晟现在有 1000
多亿元的资产（可售货值），还有上
百亿元的商业以及福建六建，这些
可售资产不能用收购资金来衡量。
这些旧改项目在现金流和负债上不
会‘拖累’世茂，很多项目福晟已经
沉淀了 5年-6年，我们现在进去是很
好的时机。”

“福晟之前的问题可能是短期的
流动性的问题，就是它短期债需要换
成长期的债，贵的债要换成便宜的
债，我们会配合金融机构一起做这个
事，这不是说需要多少钱，更重要的
是这个品牌做好。”许世坛在接受采
访时称。

一个需要补充的事实是，无论
是发布会现场还是采访结束后，许
世坛脸上始终都是晴天。

对于世茂集团而言，与福晟集
团合作，后者资产包中核心地区旧
改项目是重要稀缺资源。福晟的资
产包到底价值几何，世茂需要投入
多少财力，成为关注的核心。

世茂福晟战略合作当天，现场来
了诸多银行、AMC等金融机构。《证券
日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世茂此
前已经获得了多家金融机构授信。“我
们跟世茂合作，资金上已经到放款阶段
了，第一阶段的资金已经到位，金额接
近百亿元，未来还会继续。”某金融机构
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世坛：

“世茂与福晟不存在谁收购谁，是1+1＞2”
本报记者 李 勇

“以使命和价值观为基石，积极拥抱并推进
智能化升级。”岁末年初，三一国际行政总裁戚建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站在新时
代的起点，戚建还对公司所处行业前景进行了展
望，并就三一国际未来的战略规划以及成长逻辑
与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要把工程机械做到世界最好”

一段时间以来，三一集团及旗下香港上市公
司三一国际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就在不久前，

《财富》杂志公布的2019年最受赞赏中国公司排
名中，三一集团位列第二名。

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三
一 国 际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2%，实现净利润 7.9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4.6%。兴业证券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预计三一国际 2019全年将持续前三季度增
长趋势，给予公司“买入”评级，并将目标价上调
至5.78港元。得益于经营业绩的大幅提升，三一
国际在资本市场备受关注，2019年公司股价稳
步上涨。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12月31日，三一国际收于4.26港元/股，
较2018年底收盘价上涨68.27%。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我们对自身使命和
价值有着充分共识，那就是要把工程机械做到世
界最好。”戚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如果一家
公司的目标是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就会得到很多
帮助。作为经营者，我们要以产品、业务和对人
类的贡献，来获得朋友、同胞、社会乃至海外客户
的认可。我们任何一个子公司，只要能把产品做
到世界先进水平，就是为人类做出贡献。”

“自动化升级带来广阔空间”

在行业高景气度带动下，三一国际近年来经
营业绩表现抢眼。对于未来发展，戚建认为，从行
业角度来讲，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还将面临广阔
成长空间。煤炭机械方面，随着逐渐取消煤炭工
人夜班制等安全条例、政策的不断推出和落实，煤
炭开采继续向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
人演变。煤炭企业需要购置更多的智能化开采设
备，以实现生产过程向少人化和无人化转变。

“这种政策上的良性引导，将为煤机行业带
来巨大的设备升级替换空间。”戚建判断，加上每
年巨大的煤炭需求量而催生的煤机设备更新需
求，预计将为整个行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会。

港口机械方面，戚建认为码头装卸设备的大
型化和自动化趋势，可以帮助公司更好的抵御周
期性。

据戚建介绍，自 2018年超大型集装箱船交
付量创新纪录以来，2019年全球前几大集装箱
航运公司又有数十艘、合计近百万 TEU的船舶
交付，其中包括多艘最大载箱量可达 2.3万TEU
的超大型集装箱船。目前，岸边桥吊的高度和吊
臂长度已成为制约超大型集装箱船停靠的主要
因素。

“改善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码头营运商投资订
购更大型的岸桥。此外，为解决码头装卸效率
低、人工成本高等问题，很多大型码头均推出了
新建和改造自动化码头计划。”戚建表示，“通过
远程自动操控、自主装卸、全面感知、远程监控和
智能管理，可使装卸效率大幅提升。这些将会在
国内及全球范围内为公司的物流装备业务提供
稳定的增长机会。”

《证券日报》记者从三一国际了解到，随着多
年累积的技术、市场、品牌及售后优势逐渐显现，
公司不断有新产品下线量产并投入运营。煤炭
机械板块的掘进机远程智能控制技术就已成功
实现超视距截割作业，SKT90S宽体车在矿山领
域也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行业首创的纯水液压支
架已通过神华集团验收。物流装备板块，公司相
继推出的电动堆高机、电动抓钢（料）机、二代电
动集卡、无人电动集卡等全新绿色节能产品也得
到了市场的认可。

据戚建介绍，2019年，在三一国际积极拓展
下，公司海外市场销售取得重大进展。矿山装备
在乌克兰、印度及印尼等国际市场实现重大突
破；公司还实现向马士基旗下的美国港口及印度
集装箱公司交付正面吊，向墨西哥客户交付重叉
等产品。

“未来，我们更加有信心，实现市场份额向三
一国际的进一步集中，促进市场竞争格局进一步
改变。”戚建表示。

“努力成为智能制造先行者”

“过去我们讲‘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
才、做出一流贡献、品质改变世界’，现在我们讲

‘成为智能制造的先驱’，这是目前我们的基本共
识。”戚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今后，公司会积
极拥抱并推进智能化升级，努力向新兴产业方向
延伸，改善业务结构，利用处在快速成长期的业
务来保证业绩获得稳定增长。”

戚建表示，公司已与三一集团联合成立了三
一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充分借助三一集团
的技术优势，帮助三一国际加快在感知、分析、自
主决策及自动控制等智能化领域实现快速突破，
加快矿山装备及物流装备板块智慧化、无人化、
电动化的产品升级推新。

戚建表示，“与时代同行，推动行业技术的进
步, 努力成为智能制造的先行者, 把数字化技术
运用到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充分地、发自内心
地去拥抱数字化，理解数字化，才能成为中国制
造业的一张名片。”

三一国际行政总裁戚建：

积极拥抱并推进
智能化升级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亚男

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不满半月
后，和晶科技控制权转让协议终于
落地。

1 月 13 日晚间，和晶科技公告
称，控股股东、实控人陈柏林当天与
公司第二大股东荆州慧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荆
州慧和”) 签署《荆州慧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陈柏林之股
份转让协议》，陈柏林将其持有的公
司 2950万股份转让给荆州慧和，转
让价格2.39亿元。

在权益变动完成后，和晶科技
的控股股东变更为荆州慧和。此前
实控人、控股股东陈柏林因个人债
务纠纷，其所持公司股份遭全部冻
结。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瑶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
股权转让事项与陈柏林个人债务纠
纷无关，一年多以前公司曾筹划过
公司控股权转让事项。”

控股股东存在未决纠纷

记者注意到，此次 2950万股股
份的转让价格为 2.39 亿元，折合每

股价格为 8.1 元。相较于 1 月 10 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 5.93 元/股，溢价
36.59%。1月14日，和晶科技开盘即
涨停，报收6.84元/股。

陈瑶告诉记者，“荆州慧和能够
溢价购买公司股权，对于公司未来
的发展是存在信心的，本质上也认
可了公司的价值。”

对于此次控制权转让事项，荆
州慧和在公告中表示，实施本次权
益变动的目的为获得和晶科技的控
制权。但对于实施股权转让的原
因，陈柏林并未在公告中说明。

不过，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11
月 28日晚间，陈柏林被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并
出具了《限制消费令》。主要系陈柏
林未能按期履行个人债务纠纷事宜

《裁决书》的相关给付义务。
提及上述债务纠纷，陈瑶表示，

此次控制权转让与其债务纠纷并无
关系。

记者了解到，陈柏林资金紧张
一事早有端倪。2018年 4月 12日，
陈柏林与荆州慧和签署了《股份质
押借款协议》，陈柏林拟将其持有
的3663.4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8.16%)质押给荆州慧和，作为

3.44亿元借款的担保，借款用途主要
为解除已质押的上市公司股份。

此后的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4
月 17 日 ，陈 柏 林 持 有 和 晶 科 技
9680.63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6%，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9506.4
万股，占陈柏林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8.2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18%。

最新公告显示，陈柏林持有的
和 晶 科 技 全 部 7435.63 万 股 股 份
100%质押给荆州慧和，此外，因个人
债务纠纷，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
被冻结。

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在解除质押前不能
转让股权，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
商同意的除外。冻结期间亦无法转
让，需要解除冻结后予以转让。经
质押登记的质权有优先受偿权，享
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对冻结股权的
处置结果才有优先受偿权。”

和晶科技方面也表示，荆州慧
和作为相关债权人以及质权人，其
对陈柏林所持公司股份的处置结
果享有优先受偿权，后续如果法院
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强制执行陈柏
林所持公司股票，不排除荆州慧和
以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行使其债

权及质权。

“招商系”二度筹划控股

2018年3月份，和晶科技曾发布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陈柏林、
邱小斌等6位股东拟向荆州慧和或其
关联方转让22%股份。若股权转让完
成，荆州慧和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权或将发生变更。

不过，上述事项未能成行，最终
交易方案将股权转让比例调整为
12%，荆州慧和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
上市公司二股东。

资料显示，荆州慧和的普通合
伙人为深圳市招商慧合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系招商局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资
本”)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 具有丰
富的项目资源和投资管理经验。招
商资本系驻港央企招商局集团的全
资二级子公司,专门从事另类投资与
资产管理,是招商局集团投资业务的
管理与发展平台。

同时，荆州慧和的单一有限合
伙人为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国调招商”），系招商资本旗下的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招商资本作为招商局集团的

全资二级子公司，也在积极推动自
身资源的整合，有助于提升上市公
司的业务拓展能力和资金实力，增
强上市公司竞争实力，提升上市公
司价值。”陈瑶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国调招商虽然
对荆州慧和具有实际控制力,但其自
身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故荆州慧和
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因此,在荆州慧
和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和晶科技亦
将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记者注意到，早在 2018年 6月 7
日陈柏林辞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职务后，“招商系”冯洪涛就成为了
上市公司董事长。

荆州慧和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
公司二股东时，公告曾提到，荆州慧
和将在战略、资本、管理等多方面为
和晶科技的发展提供支持，尤其关注
双方在教育产业方面的合作空间。

荆州慧和作为新控股股东入主
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否会发
生变化？陈瑶表示，“教育产业一直
是公司有所侧重的板块，同时传统
制造产业的产业迭代升级也会在未
来同时进行。”

和晶科技实控人欲2.39亿元转让控制权
公司董秘称教育产业一直是侧重板块

本报见习记者 王 僖

历经近半个月的停牌筹划，1月
13 日晚间，ST 亚星重组预案出炉。
因全面停产而发展前景存在极大不
确定性的 ST亚星，借“壳资源”谋求
业务转型，山东大型民营企业力诺
集团旗下医药板块两家公司宏济堂
和科源制药，拟置入上市公司，成为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ST 亚星方
面表示，希望借此切入医药健康领
域，改善陷入不利局面的经营状况。

全面停产后
ST亚星急需业务转型

根据 1月 13日晚间公司披露的
重组预案，本次交易包括重大资产
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
配套资金三大部分。

其中，ST亚星拟将截至评估基
准日2020年1月31日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作为拟置出资产，与力诺投资
持有的宏济堂48.99%股权等值部分
进行置换。同时，拟置入力诺集团
旗下医药健康板块两大公司宏济堂

100%股权和科源制药 100%股权。
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
格差额由ST亚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向上述两家标的公司的全体股东购
买。交易完成以后，宏济堂和科源
制药将成为 ST亚星的全资子公司。
此外，ST亚星拟向神州姜窖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资扣除
相关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证券日报》记者从公司方面了
解到，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和拟置
入资产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预
计将达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同时，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
市。本次交易前，ST亚星无实际控
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ST亚星的
控股股东变更为力诺投资，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高元坤。

资料显示，本次交易前，ST亚星
主要从事氯化聚乙烯、烧碱、ADC发
泡剂、水合肼等化学产品的生产及销
售。然而，近年来公司所处行业竞争
日趋激烈，随着国家环保政策日趋严
格，公司生产成本控制压力不断加

大，对冲了部分市场竞争优势。
特别是在2019年10月31日，公

司生产厂区实施搬迁关停后，公司
方面认为，如要恢复生产，须强力推
进新厂区建设和生产线搬迁重建，
但受到建设资金到位情况、项目建
设难易程度等因素制约，不仅有较
长建设期，且过程中还要面临复杂
的行业环境、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政
策性搬迁停工等多重背景影响，将
为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产生很大的不
确定性。

公司此前曾披露的用于迁入新
址后的 3.3亿元的定增募资项目，也
基于上述考量于本次交易前正式宣
告终止。

“公司业务急需转型，因此拟进
行本次交易，引入具有较强盈利能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医药健康类资
产。”公司表示，如本次交易顺利完
成，ST亚星将转型为一家制药企业，
将上市公司原有增长乏力、未来发
展前景不明的业务整体置出，同时
将医药健康类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
司，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
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力诺集团医药板块
借壳上市

一方面ST亚星急需业务转型，另
一方面济南最大的民营企业力诺集团
也有将其旗下资产证券化的战略规划，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通过本次交易，力
诺集团的医药板块公司——“老字号”
宏济堂和原料药供应商科源制药，将实
现重组上市，与A股资本市场对接。

公开资料显示，科源制药、宏济
堂控股股东力诺控股系力诺集团旗
下资产，力诺集团直接持有力诺控
股 94.37%的股权，通过山东力诺物
流 有 限 公 司 间 接 持 有 力 诺 控 股
1.97%的股权，合计持有力诺控股
96.34%的股权。

品牌创办于 1907年的宏济堂，
主要从事麝香酮、中成药、蒙脱石原
料药和阿胶等中药、保健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拥有较为丰富的产品
体系。近十余年来，宏济堂发展势
头较好，2018年被评为中国医药工
业百强；科源制药则主要从事化学

原料药、成品药及医药化工中间体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目前所销
售的化学原料药主要用于糖尿病
类、心血管类等各类制剂的生产。

预案披露的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显示，2019年度，宏济堂实现营业收
入4.67亿元，同比下降9.37%，实现净
利润8386.15万元，同比增长80.91%；
科源制药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2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净利
润为4874.7万元，同比增长16%。

公司方面表示，如宏济堂和科
源制药成功实现重组上市，在资本
市场的帮助下，其在规范运作、融资
渠道、品牌影响力、人才引进等方面
将不断优化改进，重点拓展市场开
拓能力、科技研发能力、成本控制能
力等，有助于增厚上市公司收入及
利润，提升资产质量，实现上市公司
股东利益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2家标的公
司中，科源制药目前仍在新三板挂
牌交易，宏济堂此前也曾挂牌新三
板，后于 2017年摘牌。2018年 12月
份，科源制药曾与兴业证券签署 IPO
辅导协议。

ST亚星重组预案出炉 拟置入力诺集团医药业务谋求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