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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卫新

2021年楼市下半场，调控政策
出现新变化。

近日，长三角首张“限跌令”落
地。江阴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若
干事项的通知》，要求商品住房实际
成交价格不得高于备案价格，严禁
低价倾销、打价格战，坚决杜绝恶性
竞争、降标降质、逾期交付等违规违
法行为。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截至目前，岳阳、惠州、唐山、桂
林、沈阳等城市已相继发布“限跌
令”，就防范房价下跌问题给出指导
性意见。

“限跌令”的出台传递出什么信
号？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
梁楠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离不开
政府的监管与调控，‘限跌令’的出
台凸显市场监管趋于全面化，调控
力度加码转至双向，同时也反映出
当前房地产市场具有城市分化的特
征，‘限跌令’释放出房地产市场的
主基调仍然是‘稳’。”

下半场冷淡开局
多地新房成交不景气

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显示，7月份
新房成交热度略有回落，一二线城
市高位维持，三线城市持续回调。
52个城市新房成交面积2716.7万平
方 米 ，环 比 下 降 5.4%，同 比 下 降
9.1%。一二三线城市环比增速分别
为-16.0%、0.6%和-6.7%，同比增速
分别为4.8%、6.7%和-35.5%。

进入8月份，多地新房成交量急

转直下。数据显示，8月份苏州楼市
成交量创新低。新房住宅成交量仅
有 76.45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下 跌
29.3%。南京8月份新房成交量也有
所下滑，环比下跌34.4%，同比去年8
月份成交量下跌39.5%。

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国
新房市场月报》显示，8月份有 66个
城市新房市场成交量环比持续下
滑。从单月成交环比情况来看，新
房成交套数和面积环比分别下降
16%和17%。

有不具名房地产从业人员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
入8月楼市新房成交明显放缓，我们
楼盘本期推出400多套房，目前只销
售了100多套。”

“不好的地段或配套相对弱一
些的地段现在真不好卖，我们也
试着做了一些促销活动，成效不
佳。”采访中，上述房地产从业人
员表示。

防止价格战
楼市开启“双向调控”

调控不断升级叠加信贷收紧背
景下，大中城市楼市房价涨幅明显
放缓。不过，在部分城市升级调控
政策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同时，有
的城市却正在为楼市降价促销烦
恼，着手“逆向”调控限制房价大幅
下跌。

8月初，沈阳的沈北新区某楼盘
推出降价房源，住宅房源从万元以
上降到 8000元每平方米，此举引发
多个楼盘加入降价行列，当地会同
多个部门对房企进行了约谈。

无独有偶，今年 8月份，由于昆
明多个楼盘出现“跳水 ”，昆明市

房地产开发及经纪协会紧急组织房
企等召开“稳房价、稳地价、稳预
期 ”工作要求座谈会，严格控制恶
意降价行为。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江
阴市近期也出台了“限跌令”，对商
品住房实际成交价格做出严格要
求，不得高于备案价格，严禁低价倾
销、打价格等行为。

江阴 510房产网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1年8月份江阴全市商品房成
交 975套，平均每日网签 31套新房，
其 中 住 宅 成 交 780 套 ，环 比 下 跌
22.92%。受银行贷款难、放款慢等
诸多因素影响，江阴本地部分消费

者逐渐趋于冷静，对楼市持观望态
度。为加速出清，不少楼盘纷纷开
始采用“打折”“特价房”等营销策
略，但成交量仍不乐观。

谈及多地发布的“限跌令”，易
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如果房企无序降价，可能会
引起业主的反对，造成很多新的情
况和问题，类似砸售楼处的现象。
同时，如果房企无序降价，则会干
扰营销秩序，对于同类房企的业务
开展会有冲击。至少当前此类限
跌令，是直接对应了房企经营压力
增大、市场去库存环境恶化等情

况。通过恶意降价进行违规竞争，
显然不可行。所以此类严控恶意
降价，本身不代表政府不允许房价
下跌，而代表不允许借降价来干扰
市场秩序。”

“‘限跌令’等措施一方面将会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投机炒房、发布
虚假信息等行为，或将有利于房价
趋于平稳态势，促进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另一方面，或将抑制多数开发
商之间恶意竞争、大幅让利等现象，
保障存量市场平稳运行，不排除在
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城市人口规模
与产业发展不均衡等现象。”梁楠表
示。

多地发布房价“限跌令”
楼市“稳字当头”开启双向调控

本报记者 矫月 见习记者 刘 钊

9月初，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车间，随着行吊缓缓落下，一台台崭新的节
能换热装备已整装待发。再过不久，这些设
备就将从青岛港起锚，漂洋过海抵达印度的
客户手里。“今年以来，我们的订单量充足，产
能已近饱和。目前，技术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的生产，力争第一时间将产品送达客户手
里”。在德固特生产车间里，董事长魏振文向
记者介绍道。

在公司上市半年之际，德固特董事长魏振
文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专访，就公司战略目
标及产业发展方向等问题与记者进行深入沟
通。

发展迟滞是最大的风险

“德固特创立以来，虽然创业过程辛苦，但
并没有遇到什么挫折，这是因为德固特选择了
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魏振文说道。

1985年，20岁的魏振文从大学毕业后，选择
到一家炭黑生产企业从事基层技术工作。在引
进国外新工艺炭黑项目的过程中，魏振文获得
了到美国学习考察炭黑行业的机会，并发现了
炭黑行业蕴含着巨大商机。

2004年，近不惑之年的魏振文看准国内外
市场存在的技术差距和成本差距，与几个志同
道合的好友一起创立了德固特，并将公司发展
方向瞄准国际市场。

“做正确的事，首先要看准目标，比如行业
的细分市场在哪？客户群体是谁？盈利模式是
什么？”在他看来，创立德固特就是做正确的事。

“当你选择了正确的事，那剩下的就是勇往
直前。”魏振文说道，“把正确的事做好贯穿着德
固特发展的方方面面，为此，我提出德固特要构
建起‘成长型员工、学习型部门、进化型公司’的
核心理念，让员工勇于担当，勇于试错，才能把
正确的事情做好。员工与公司之间是相互成就
的，员工的成长就是给公司创造价值。”

在德固特上市之前，魏振文始终把风险控
制摆在第一位。然而随着德固特进入资本市
场，魏振文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从德固特
给我打工到我给德固特打工，我深刻地觉察
到自己上市后身份的转变，为此我不断地学
习、转变思想观念，学会用资本的眼光来看待
公司的成长。”对此，魏振文十分感慨地说道：

“在表面来看把风险控制住了好像公司就是
安全的，但从长远来看，发展迟滞才是公司最
大的风险。”

魏振文努力带领德固特挖掘新的增长点。
一方面德固特不断巩固在炭黑领域的竞争优
势；另一方面公司重点深耕的市场还有煤气化
市场。此外，公司也在进一步探索在固废处理、
医药、冶金、能源、冶炼等领域深入合作的可能
性。

“上市不是公司紧箍咒，而是公司的光环。
很多上市高管感觉上市后的公司治理起来变得

‘麻烦’,其实公司上市时是最大的机遇，把握住
上市的机遇，公司便可实现飞跃。”魏振文表
示，上市后，德固特的客户资源逐渐得到拓展，
也愈发得到市场信赖，正是上市让德固特逐渐
成长为一个备受市场认可的公众公司。

双碳目标蕴含巨大商机

“是伟大的时代成就了德固特，作为一家
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企业，德固特紧跟国家发
展步伐，在细分产业取得了一些成绩。”魏振
文说道。

作为世界领先的炭黑节能装备产业龙头企
业，德固特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然而魏振
文却清醒地认识到潜在的危机。

“在德固特发展的同时，我逐渐地意识到所
谓的领先可能只是错觉，暂时的领先很脆弱，经
不起竞争对手颠覆性技术创新，被超越也可能
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

经过多年的专业经营与研发，德固特掌握
了气气高温换热技术、气液余热回收技术、蒸汽
吹灰技术、气固换热干燥技术等多项核心技
术。目前，全球产量前十大炭黑生产商均为德
固特客户。

德固特在填补多项国内节能环保技术空
白的同时，也积极践行节能降碳的新理念。为
了响应“3060”双碳目标，公司在双碳目标下积
极参与节能产业革新。“德固特为下游客户提
供传热节能解决方案，充分回收利用生产余
热，减少能源及原料的投入，从而为客户实现
减少碳排放的目标，未来碳排放政策将会给公
司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魏振文说道：“德
固特未来也将不断提升公司节能换热技术，为
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贡献自己
的力量。”

对于未来的规划，魏振文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德固特将坚持“国际化发展之路，创国
际知名企业”的经营理念，在稳固现有产品在行
业中地位的基础上，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研
发，不断开拓公司产品在新行业中应用，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在行业
中的技术领先优势，拓展公司核心技术在不同
行业的产品应用，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
份额。”

专访德固特董事长魏振文:

在双碳目标下
引领节能产业革新

高管访谈

本报记者 张 敏 殷高峰

9月 2日、9月 9日，金花股份相
继发布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控股
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花投资”)持有的公司约
6689.765万股、455万股将被进行司
法拍卖。

这意味着，如果上述股权全部拍
卖成交，金花投资将不再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金花股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也易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股权拍卖
公告发布之前，金花股份发布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公司股份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信
息披露义务人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 22.35%增
加至 23.35%，已成为第一大股东。
此外，在金花股份现任的董事会当
中，董事长张朝阳、董事邢雅江、监事
崔小东均来自邢雅江担任董事长的
西部投资集团，而两名独立董事张小
燕、师萍也由西部投资集团推选。其

中邢雅江为邢博越的父亲。此外，金
花股份财务副总监巨亚娟也来自西
部投资集团。

一旦金花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全部被拍卖，邢博越及其一致控制
人是否实际上已经控制金花股份？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多次致电金花
股份董秘办，但均未接听。

对此，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窦方旭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一旦拍卖交易成功，金花投资在法律
上就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了。“如
果没有别的控制权人，邢博越及其一
致行动人作为第一大股东，就是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了，而且，其决策
也足够影响上市公司。”

“白衣骑士”
被疑谋求控制权

金花股份 2021 年半年报显示，
金花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7144.765万
股，占比为 19.14%。天眼查信息显
示，吴一坚为金花投资的大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根据金花投资今年 3月底披露
的信息，2019 年以来金花投资资金
流动性紧张，为了化解债务危机，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一坚与西部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部集团）实际
控制人、执行董事邢雅江协商，向其
借款，并由邢雅江之子邢博越以竞拍
方式获得4345万股被质押的股份。

此外，邢雅江还向上市公司推荐
多位高管。彼时，邢博越之父邢雅江
做出承诺，无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无意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纷争。

不过，商战瞬息万变，故事并未
按照预演的版本发展。今年 6月份
以来，金花投资持有的上市公司
6689.765万股原本也要被拍卖，但此
后又多次撤回。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向《证
券日报》记者介绍，一般而言，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大股东的股权被拍卖，
私下均已与买家进行了沟通协商一
致。金花投资多次撤回拟被拍卖的
股份或另有隐情。

与此同时，邢博越以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续在二级市场增持金花股份。

在外界看来，在这场融资“鸿门
宴”背后，邢博越父子上演的不是简
单的“白衣骑士”，而是逐渐演变为谋
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根据金花股份最新发布的公告，
金花投资所持上市公司的 6689.765
万股、455万股将于9月30日10时至
10月 1日 10时止、10月 8日 10时至
10月 9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这意味着
一旦拍卖成功，金花投资将不再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今年上半年
公司经营现金流为负

金花股份股权结构以及管理层
结构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动，让上市公
司的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金花股份披露的 2021年半年报
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226.52 万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6.87%。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6.68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16.98%。尽管净利润
出现了同比增长，公司今年上半年的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却为-
2772.58万元。

对此，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向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公司发展的不
同时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负值意义不同。一般情况下会
被认为，公司产品出售的同时并未对
公司营业收入产生实质贡献。

金花股份的业务构成包括医药
工业及金花国际大酒店。其中，金花
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上半年净利润
为亏损 1454万元；医药工业实现销
售收入23093.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2.46%；

多年来，金花股份面临主导产品
单一的问题。在传统巨头纷纷转型
求变的背景下，公司却仍在吃“老
本”。今年上半年，金花股份的研发
投入仅为852.5万元。

未来，金花股份实际控制人将如
何演变？这又将对上市公司业务发
展产生何种影响？本报记者将持续
关注。

金花股份控股股东股权即将被拍卖 实际控制人陷入迷雾

本报记者 舒娅疆 见习记者 蒙婷婷

近日，在下游需求的推动和大宗
商品原料价格上行的压力之下，国内
多家饲料企业传出了涨价的消息。
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饲料价格在接下来可能还将继续上
调。

分析人士认为，原料价格上涨给
产业链企业带来的利润蚕食影响值
得关注，伴随玉米价格在 2021年创
下历史新高，部分饲料原料供需结构
开始发生变化，豆粕、玉米价格未来
有望出现回落，饲料企业高成本压力
或将得到缓解。

饲料企业
或将继续上调价格

对于近期饲料行业掀起“涨价
潮”的情况，一位任职于国内某饲料
龙头企业的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饲料涨价的情形确实存
在。事实上，我们公司的饲料价格在
近期已经上调了多次，按照计划，下
个月可能还将上调价格。这主要是
因为饲料原材料中的大宗商品涨价
幅度过大。”据悉，该工作人员服务于

上述饲料龙头的鸡、鸭、猪饲料板块，
他表示，目前来看，饲料涨价对公司
产品销量的影响并不大，不过，若相
应的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公司也会下
调饲料价格。

对于此轮饲料涨价潮的原因，除
了下游需求的推动以外，也缘于玉
米、豆粕、鱼粉等大宗原料涨价。对
此，多家上市公司早有预警。

新希望在 2021 年半年报中指
出，自 2020 年以来，受收储政策变
化、各国主粮产区收成情况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玉米、豆粕等主要饲料原
料价格持续走高，玉米市场均价更是
在 2021 年初逼近 3000 元/吨大关。
再加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给今后两
国之间的大宗农产品贸易以及饲料
原料的国际贸易带来很大的不确定
性，价格波动的风险“将长期存在”。
此外，饲料企业出于动物营养安全的
考虑，将会减少一些高风险原料，原
料需求向其他类型的原料集中，这也
将会引发这一部分替代原料价格的
上涨。

通威股份也曾指出，2021 年上
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原料
价格高位震荡，饲料生产成本上升。
据Wind数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全

国玉米、豆粕现货均价较同期分别上
涨超过44%、24%。

今年以来饲料板块
呈现较高景气度

在原材料价格高位震荡的同
时，国内饲料产业呈现出较高景气
度。华金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
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工业饲料累
计总产量为 16489 万吨，同比增长
19.8%，比前 6个月增速小幅下降 1.3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总
体而言，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仍维
持较高的增速；其中，水产饲料在进
入销售旺季后，行业累计增速呈现
逐渐提升的趋势。

在较高景气度之下，原料涨价
并未给饲料领域带来较大冲击，
2021 年上半年，企业的饲料业务普
遍呈现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正邦科技饲料业务营业收
入为 80.29 亿元，同比增长 43.02%；
通威股份饲料及产业链业务实现营
业 收 入 98.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59%；海大集团实现饲料销量 881
万吨，同比增长 34%，其饲料销售实
现营收 301.03亿元，同比增长 48%；

作为国内最大的饲料企业，新希望
2021 年上半年销售各类饲料产品
1353万吨，同比增长 29%，饲料业务
营业收入为 328.27 亿元，同比增长
45.34%。

尽管饲料业务的产量、营业收入
普增，但不少企业出现了毛利率下滑
的现象。而原料高位震荡推动饲料
涨价，也给下游的养殖行业带来了不
小的压力。

高成本压力
后期或会缓解

事实上，原料价格上涨、饲料价
格上行传导至养殖业的不利影响已
经有所体现。以生猪养殖板块为例，
今年上半年，A股多家养猪企业业绩
下滑，猪肉降价、饲料涨价正是其中
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大宗原料价格上行给
饲 料 、养 殖 板 块 带 来 不 同 的 影
响。未来，相关大宗商品价格是
否还会进一步上行？饲料板块未
来的趋势如何？企业们又该如何
应对呢？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认为，下半年饲料仍然在大宗原料涨

价的推动之下呈现涨势，对于目前处
于行业下行期、亏损严重的养殖业与
经营压力较大的畜牧产品加工业而
言更是雪上加霜。“为应对涨价压力，
除了饲料生产企业自身需要以调整
产品结构、实行原料替代以及套期保
值等措施以外，还需要整个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以提升垂直整合与紧密协
作的程度来消解与应对饲料原料成
本涨价的压力。”他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从原料端来看，饲料企业高成
本压力在未来有望得到缓解。上海
钢联农产品事业部豆粕分析师党媛
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1年
豆粕原料现货价格重心不断上移，
当前全国豆粕现货主流价格在 3630
元/吨-3700元/吨，后期，美豆收割面
临收割压力预计将有所回调，国内
豆粕单边将跟随美豆，但因四季度
大豆供应存疑，豆粕价格预计将有
所支撑，回调有限。上海钢联农产
品事业部玉米分析师谢晋江认为，

“2021 年国内外新季玉米产量预计
将会明显增加，玉米价格整体上涨
动能已经不足，后期或面临继续回
落可能，饲料企业高成本压力或将
得到缓解。”

原料价格走高推动饲料涨价
分析人士称高成本压力或将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