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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华中科技大学校企改革再迎实
质性进展。近日，华工科技发布关
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华
工科技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征集受让
方方式向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国恒基
金”）转让其持有的华工科技1.91亿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00%, 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22.46元/股,合计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42.91亿元。双方
于 2020年 12月 24日签署了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

华工科技表示，若本次交易实
施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国
恒基金,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武汉市
国资委。通过此次校企改制和公开
征集，让华工科技留在武汉、融入武
汉国资体系，无论从投资价值本身，
还是从推动发展地方新兴产业角
度，都非常有必要。

管理团队及骨干员工
1.5亿元入伙

此次，国恒基金出资45亿元，并
且邀请华工科技管理团队及骨干员
工参与。武汉润君达系华工科技管
理团队及骨干员工出资设立的合伙
企业，通过直接及间接的方式对国
恒基金合计出资1.5亿元，占认缴出
资总额的 3.26%。润君达系由华工
科技董事长马新强作为普通合伙人,
其他 39名管理团队成员、核心骨干
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
的合伙企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支
付的款项均来源于各合伙人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的投入。

据公告，国恒基金承诺保持华
工科技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队
伍的整体稳定,股份转让完成之日
起 36 个月不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同时,充分利用受让方及其股东、华
工科技在行业、资本等方面的资源
优势,推动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深度
合作。

对于投资者所关心的控股股东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管理体制和
业务布局会有怎样的变化。公司相

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此次改制既是校办企业改革的大势
所趋，又是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重
要契机。运用基金模式创新管理机
制，基金模式下设立执行委员会，具
有最高决策权。执行委员会 5名成
员中，润君达提名 2名，在决策表决
机制设计上尊重团队及其作为合伙
人的意见。明确权责清单，进一步
明晰华工科技与大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的权责范围，给予团队就公
司重要事项的话语权和共同决策
权。股转完成后，将维持公司董、监
事会基本稳定，保持董、监事会人员
数量和结构基本不变，保持公司治
理结构和管理方式的稳定。

这是校企改革政策推出以来
的一项创新，体现了武汉市国资平
台充分尊重和认可管理团队在华
工科技二十年高速发展中的引领
带动作用，希望通过改革，让经营
层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从而积极
释放国企发展动能，利用国有平台
整合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同
时，团队接受国恒基金的邀请参与
到基金出资和管理中去，使企业发
展与核心团队深度绑定，也让团队
能够通过自身努力，享受一定的企
业发展成果。

湖北校企改革加速推进
多家公司控制权将变更

事实上，华中科技大学在推进
校企改革方面已有不少探索。“华科
系”另一家上市公司天喻信息去年9
月份发布公告，武汉华中科技大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华工创投拟通过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
其 持 有 的 公 司 1157.29 万 股 、
9412.63万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9%、21.89%（估算合计出让
比 例 达 24.58%），转 让 价 不 低 于
10.27元/股。公司实控人华中科技
大学通过产业集团和华工创投持有
公司 29.57%的股份。近日，该股权
转让事宜也有了新的进展，产业集
团和华工创投计划与武汉同喻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并
已履行产业集团董事会、华工创投
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审议决策程序，

尚需履行华中科技大学审批程序。
天喻信息表示，若本次公开征集转
让获得批准并得以实施，将可能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华中科技大学旗下上市公司华
中数控已在2019年底完成控制权易
主，公司控股股东由武汉华中科技
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阎志及
其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制造(武汉)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华中科技
大学变更为阎志。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研究员吴刚梁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高校办企业，存在
事企不分、监管缺位、法人治理结
构不够完善、资本运营效率不高等
问题，一些知名校企负债率畸高、
面临破产重组就是典型的例子。
按照高校所属企业改革意见，高校
应先成立资产经营公司，对校企采
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包括清理关
闭、脱钩剥离、保留管理等政策。
校企的改革方向是，资产经营公司
及保留的企业今后要纳入经营性
国资监管体系。

吴刚梁进一步表示，中央要求，
2020年这项改革要全面推开，2022
年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从目前
看，各地进展情况不一样，中央层面
进展比较缓慢，地方更快一些，不少
地方的高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所
属企业已经划转到当地国资委体系
集中监管。值得注意的是，校企股
权划转基本上采取的是市场化、有
偿转让的模式，收益用于校企支付
改革成本和学校事业发展。这轮国
企改革过程中，员工持股是“标配”，
华工科技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可以采取股票
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等方
式，有利于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
机制，充分调动核心骨干人才创新
创业的积极性。

提供光模块一站式解决方案
打造行业领先企业

华工科技是行业内少有的具备
“芯片-器件-系统-解决方案”全产
业链布局的企业，已初步形成“上

游增强下游，下游反哺上游”的良
好局面，主要产品依托优良的性价
比、突出的定制能力、全天候的服
务响应、高效的交付保障，市场占
有率逐年提升，位居国内行业前
列，具备与国际一流对手同台竞争
的实力。

作为我国光通信行业的领先
企业，面对光模块市场日益白热化
的竞争，近些年公司持续加大 5G
和数据中心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
入，华工科技已推出全系列 100G、
400G、800G 产 品 ，单 通 道 可 实 现
25Gbps/50Gbps/100Gbps 的 解 决 方
案，同时布局硅光技术，研发更高
速光模块解决方案，从而协助客户
建设更为敏捷、高效、绿色的数据
中心。

华工科技通信板块积极布局
“光联接+无线联接”光网一站式解
决方案，从 5G、数据中心用光模块，
再到皮基站、光猫等终端产品。同
时，在光学领域，推出了应用于手
机摄像模组中的潜望棱镜和工业自
动化编码器。潜望棱镜产品广泛搭
载在手机摄像模组中，颠覆传统摄
像变焦技术，超远距、超高清；在终
端，华为、三星、vivo 等高端机种均
有搭载。

通信行业高级分析师、战略规

划专家杨波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国光模块发展前景将
持续向好。受益于新基建政策的拉
动，5G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5G本身也会带来光通信和数据通信
的代际切换，2020年成为5G商用元
年，光模块行业未来会逐渐放量；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催热了云办公、
云游戏、云教育等产业，也让大数据
中心的建设炙手可热；大数据中心
的建设也将带动光模块需求，同时
也可以看到国产化趋势加强，国产
厂商逐步引领光模块市场，以华工
科技为代表的龙头公司将明显受
益。截至2020年三季度公司子公司
华工正源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8%；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55%。

对于未来的展望，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一方面光模块的产品将
会向更高速率、更多调制方法、更低
功率、更小的体积发展；另一方面积
极布局路由器、5G CPE、工业互联
网等智能终端产品，实现企业 5G专
网和工业互联小站的发展，有效地
满足各工业场景的通信需求。未来
在掌握最新国际标准化发展动态的
同时，我们也要协同产业链伙伴创
制自己的标准，并且推动自主标准
国际化，抢占技术竞争的高地，掌握
市场的主导权。”

华科系校企改革再迎实质性进展
华工科技实控人将变更为武汉市国资委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月6日，*ST新光发布公告称，
控股股东新光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周
晓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因新光集团涉嫌未按规定
披露与*ST新光其他股东间的一致
行动关系，周晓光作为新光集团法
定代表人，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光
集团立案调查，并向周晓光了解有
关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除上述事项之
外，*ST新光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
截至 1月 6日收盘，公司股价收于 1
元整，面值退市的隐忧笼罩公司。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的身
份致电公司，对于公司股价触及面
值退市线等状况进行咨询，工作人

员称，目前没有收到领导相关消
息。对于其他情况，工作人员则称，

“不清楚。”

投资者维权左右为难

*ST新光控股股东被监管部门立
案调查之前，公司已出现诸多问题。

2020年12月19日，公司曾发布
公告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未
履行正常审批决策程序的情况下，
在担保函、保证合同等法律文件上
加盖了公章；公司控股股东未履行
相应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名
义对外借款并被其占用。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担保文件
的效力进行核查，对于不具备法律
效力的担保文件，将采取法律措施

提请司法机关对担保效力做出认
定；委派专人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
行沟通、协商解决方案，要求解除相
关担保义务，或者要求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提供反担保。鉴于控股股
东因债务违约导致资产被债权人查
封、冻结，暂时无法以其资产提供反
担保，若公司为控股股东担保债务
到期未能偿还，且债权人要求公司
履行担保义务的情形发生时，公司
将向控股股东追偿，届时可能需要
与债权人协商处置资产或通过司法
程序解决。

经公司自查，截至公告日（即
2020年 12月 19日），公司资金占用
总额为 14.54亿元，违规担保总额为
27.03亿元。

“比较尴尬，投资者非常担心公

司有没有能力支付赔偿。”一位不愿
具名的证券律师在和《证券日报》记
者交流时称，曾经有数十名投资者
咨询过维权的相关事项，但考虑到
公司的状况，即使走诉讼程序，公司
的偿付能力并不乐观。

面值退市压力增加

在 1月 6日的公告中，*ST新光
称，控股股东被立案调查的事项对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造成影响。调
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新光集团及
实际控制人周晓光将积极配合中国
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公司亦将持续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然而，随着公司股价的持续探
低，面值退市压力陡然增加。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
修订）》等规则的修订说明中提及，
优化面值退市指标：“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
面值”修改为“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元”，避免

“股票面值”可能存在的理解歧义。
1月6日，*ST新光的股价收于1

元/股，这也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
在深交所的互动平台上，投资者向
*ST新光发问，“现在公司股价收盘
为面值 1 块钱了，如何避免面值退
市？请给出积极正面的答复。”到目
前，这条提问，未见公司给予回复。

控股股东被立案调查 股价收报1元
*ST新光现状引投资者担忧

本报记者 肖 伟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消息，2020年湖南省新获批地理标
志产品28件，总量达266件，同比增
长 14%。在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上，地理标志产品的
抓手作用持续凸显，在帮扶农民增
收的同时，也助力企业增加效益。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
用处处长何萍向《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相关情况：“湖南省地理标志使用
企业 1200余家，涉及上下游关联企
业 5000 余家，年总产值近 1500 亿
元。‘十三五’期间为湖南贫困地区
22 万人解决就业，助力 139 万人脱
贫。2020 年，湖南省 485 家企业完
成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换标，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换标率达 95%，已完成
换标企业的年总产值超过 500 亿
元。此外，安化黑茶、浏阳花炮、醴
陵瓷器、酒鬼酒、古丈毛尖、保靖黄
金茶、永丰辣酱等7个产品成功纳入
中欧互认互保第一批和第二批名
单，助力湘品加速出海创汇。”

2020年 12月 8日，为期两天的
“2020年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
评审会”在北京举行。澧县石菖蒲
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要求，专
家评审准予通过，正式成为湖南地
理标志产品家族的新晋成员。石
菖蒲、枳壳、湘莲作为湖南澧县三
大特色中药材，带动当地 82家经营
主体从事中药材种植、加工和经
营，年总产值达 8 亿元以上。看到
当地丰沛的中药材资源和地理标
志产品影响力，2020年 12月 27日，
汉森制药计划投资 5亿元建设汉森
健康产业园，发掘特色中药材资
源。汉森制药董秘戴江洪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我们的项目规划
用地 450亩，建设期为五年，以中药

材种植、科研加工为主，集合医疗
康养、休闲旅游为一体。我们要充
分利用地理标志产品的魅力，结合
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中医药疗
养、中医文化养生旅游等不同业
态，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

春节将近，湘佳股份的鲜活禽
肉制品已在各大超市的冷柜中摆放
整齐等待消费者挑选。湘佳股份挖
掘出石门土鸡这一地理标志产品，
形成了独特的黄羽鸡冰鲜赛道领跑
优势，不仅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还带动当地农户直接增收。湘佳股
份董秘何业春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年来，湘佳股份在全国 22个
省市 100多座城市 2700多家中外超
市拥有‘湘佳鲜禽专柜’。通过多种
招聘形式和岗前培训，把湖南石门
地区的贫困群众送往全国各大超
市，成为湘佳鲜禽专柜促销员。特
别是今年疫情期间，全国经济低迷，
就业困难，湘佳股份新聘山区农民
两千多人，通过岗前培训，安排到养
殖、屠宰、商超等部门，月收入均能

达到4000元以上。”
湖南不仅大力发掘本土地理标

志产品，同时也大力引入外省地理
标志产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湖南长沙市
望城区铜官街道中山村，村民们充
分利用了山地丘陵资源，引入社会
资本广泛种植地理标志产品贵州麻
江蓝莓。麻江蓝莓鲜果中花青苷色
素含量高达每公斤 3000mg，被誉为

“美瞳之果”。湖南山丘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吴伟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长沙铜官地区的地
形地貌、水土条件和贵州麻江有类
似之处，民风淳朴且劳动力丰富，多
个山地蓝莓品种培育工作均十分顺
利，正是大力发展蓝莓事业的好地
方。除了种植蓝莓之外，我们有计
划贯穿一二三产业，将蓝莓干、蓝莓
酱、蓝莓酒、蓝莓保健胶囊、蓝莓庄
园等业态都提上开发日程。不仅让
当地农户有土地流转收入，更要带
动他们产生就业收入，一起致富奔
小康。”

2020年湖南新增28件地理标志产品
优质农产品资源扶贫又助企

本报记者 向炎涛

“如果我们前10位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能达到
60%，未来跟铁矿石巨头谈判时，就能增强我们的谈
判能力。”1月5日，国内一家钢铁企业高管对《证券
日报》记者说，此轮铁矿石价格上涨已偏离了需求
的基本面，有炒作的成分，目前短期看铁矿石价格
还是偏高。

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之下，近日，工信部发布
《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
年，钢铁工业基本形成产业布局合理、技术装备先
进、质量品牌突出、智能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
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格局。要打造若干家世界
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以及专业化一流企业，力争前
5位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 40%，前 10位钢铁企
业产业集中度达到60%。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 12月以来，铁
矿石普氏指数连续大幅上涨，并在 2020年 12月 21
日达到 176.9 美元/吨的峰值，较 2020 年内最低点
79.8 美元/吨上涨 121.7%。截至 2021 年 1 月 5 日，
铁 矿 石 普 氏 指 数 为 167.15 美 元/吨 ，当 日 涨 幅
1.61%。

存在资源短板
超80%铁矿石依赖进口

“即使目前铁矿石供应偏紧，全球钢企复工复
产率在提升，需求提升带来供需紧张，但铁矿石价
格在短期内这么大的涨幅，是偏离了基本面的，存
在一定的资本炒作。”谈及此轮铁矿石价格上涨，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王国清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要预防这种情
况就需要提升资源保障能力。目前我国铁矿石的
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80%，主要依赖进口，铁矿石定
价权掌握在国外四大巨头手中。在铁矿石资源方
面，我国确实存在短板，国产矿品质较差，整体不
具有优势。但作为核心资源，仍然需要把短板补
上来，在关键时刻才能稳定市场，对市场起到补充
作用。

《指导意见》中指出，在资源保障方面，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多元化，铁、锰、铬等矿石资源保障能
力显著增强，其中铁金属国内自给率达到 45%以
上，国内年产废钢资源量达到3亿吨，打造1-2个具
有全球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海外权益铁矿山，海
外权益铁矿占进口矿比重超过20%。

具体来看，包括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方式稳定可靠的原
料供应基地，为我国钢铁工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同时，鼓励钢铁、交通、能源、金融等领域
的优势企业组成联合体，加快推动西非、西澳等境
外特大型铁矿项目建设，加强与俄罗斯、缅甸、哈萨
克斯坦、蒙古等邻国铁矿石资源合作。推进东南
亚、中亚、非洲等合金及合金矿资源开发和利用，尽
快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推进铁矿石联合采购，增强
铁矿石定价话语权，研究建立更加公开、公正、透明
的铁矿石定价体系等。

“我国在进口铁矿石方面面临话语权缺失的问
题，我国钢企多是分散采购，在与四大矿山巨头采
购时议价能力较弱，需要提升产业集中度。此外，
我们要不断培育海外的权益矿，通过投资或合资开
矿，这样在定价权或资源保障方面有利于我国钢
企。”王国清表示。

前述钢企内部人士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说，我
国铁矿石的需求量较大，而国内矿山开采成本高，
品位也低，中国对国外铁矿石的资源依存度在
80%-85%之间。而铁矿石四大巨头资源高度集
中，资源掌控能力强，在资源供应方面掌握着定价
权。如果我国前 10位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能达到
60%，未来跟铁矿石巨头谈判时，就能增强我们的
谈判能力。

该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钢企拥有的海外矿
山权益矿比例仍然偏少，钢企的海外布局仍然不
够。“欧美一些国家，比如巴西、澳大利亚，以及印度
等国的矿山很难进去，他们出于政治或者商业上的
考虑，不愿意中国钢企入股。目前钢企获得海外权
益矿的成本较高，中国钢企仍然需要努力，找好合
作伙伴，看好机会。”该人士表示。

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数量
将大幅提升

王国清告诉记者，钢铁行业一直在进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末期，钢铁行业兼并重组
已开局，到“十四五”时期，钢铁业兼并重组的规模
和数量一定会大幅提升。“根据我们的测算，2019年
钢铁业的集中度大约在 36.6%。从行业来说，如果
长期集中度比较散，行业容易出现无序竞争，在铁
矿石进口方面也容易面临话语权的缺失问题。此
外，目前单纯靠企业自身增加产能的方式来达到规
模化已经很难，需要依靠兼并重组的方式把企业的
规模效应突出出来。”王国清表示。

2020年，以中国宝武集团为代表的钢铁企业推
进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宝武集团成为太钢股东、正
式入主重钢、出资持有西藏矿业股权等，打造亿吨
钢铁集团；敬业集团正式接管广东泰都钢铁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建龙集团托管经营海威钢铁、投
资10.4亿元重整哈轴集团3家公司等。

在前述钢铁企业业内人士看来，钢铁企业的兼
并重组有利于提升行业的集中度，但实施时应既要
有政策引导，又要有市场化的原则。“目前来看，国
有企业中，除了宝武钢铁影响力较大，其他国有钢
企动作不多。这其中涉及到跨省整合、以及民企与
国企之间的利益博弈。”

王国清也认为，钢铁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不能
是简单的“拉郎配”，而应该是企业间的优势互补，
发挥协同效应，各个环节要发挥出更大的资源聚
集，优化配置、高效运营的作用。

铁矿石价格连续上涨
钢企须抱团提升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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