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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董事刘宏斌出任中石化副总经理青岛五道口摘牌 奇瑞混改大戏落幕

姚振华入主首秀失利 宝能系中炬高新闪崩

市值单日缩水35亿元

作为A股市场的优质白马股，中炬高新12

月4日开盘闪崩一事成为了当日关注的焦点。

交易行情显示，中炬高新12月4日低开

1.47%，开盘价43元/股，当日开盘后中炬高新

迅速闪崩，股价跌近9%，在之后的走势中中

炬高新还曾一度跌停。12月4日午后开盘不

久，中炬高新封死跌停，随后几度挣扎打开跌

停，但在13时36分再度封死跌停，直至收盘，

未能打开。截至当日收盘，中炬高新收于39.28

元/股，跌幅达9.99%，在卖一位置上仍有近

3000手卖单等待卖出。

截至12月4日收盘，中炬高新最新总市值

313亿元，而在前一交易日，中炬高新总市值

达348亿元。经计算，仅12月4日一天，中炬高

新总市值缩水35亿元。

在中炬高新12月4日闪崩跌停的背后，不

出市场所料，机构席位几乎包揽了当日前五

大卖出席位。

根据上交所12月4日公布的盘后交易信

息显示，在当日卖出中炬高新的前五大席位

中，前三大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

分别约为1.78亿元、1.25亿元、1.15亿元；另

外，第五大卖出席位也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

金额9567.61万元。

当白马股与闪崩一词相结合，就引来了

市场的极大关注，由于近年来股价连续大涨，

中炬高新成为了市场上名副其实的白马股。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以后复权形式查看，自

2012年底开始，中炬高新股价便开始一路上

扬，经粗略统计，2012年底至今，在后复权形

式下，中炬高新区间累计涨幅已近1000%。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多次致电

中炬高新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始

终未有人接听。

副总经理张卫华被免

中炬高新12月4日闪崩跌停一事，究其背

后原因，则系公司全控厨邦公司未果。

在12月4日中炬高新披露了一则“关于全

资子公司仲裁结果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

美味鲜公司拟以现金3.4亿元收购厨邦公司

20%股权宣布告败，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的终局仲裁，该股权转让协议不

具有法律效力，美味鲜公司的全部仲裁反请

求被驳回。

在公告中，中炬高新也透露了此次收购

厨邦公司20%股权失败的主要原因。交易对

手方朗天慧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磊以办理股

权转让双方核对有关工商过户文件等相关事

宜为由前往公司，在核对工商过户文件的过

程中自行撕毁双方已经签字盖章的《协议》，

并递交了一份终止出让厨邦公司20%股权的

函。而中炬高新原总经理陈超强、副总经理张

晓虹、现任副总经理张卫华在未经公司授权

的情况下与李磊签署了《会谈纪要》，内容包

括要求终止合同、另行洽谈等。

对此，12月4日晚间，中炬高新也“火速”

追责，免职张卫华的副总经理职务。中炬高新

称，在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味鲜公司收购厨邦

公司20%股权过程中，副总经理张卫华存在

严重失职行为，董事会决定免去张卫华副总

经理职务，该决定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生效。

实际上，此次筹划收购的厨邦公司系中

炬高新核心子公司，中炬高新目前持股80%，

在2016-2018年厨邦公司为中炬高新贡献营

收均超三成，贡献净利均超五成。在投融资专

家许小恒看来，拟全控厨邦公司是中炬高新

聚焦核心产业，提高盈利能力的一大举措。遗

憾的是，却以失败告终。

经计算，厨邦公司在2016-2018年为中炬

高新贡献营收比例分别为33%、36%、37%，贡

献净利润占比分别为53.87%、58.72%、53.05%。

首次并购折戟

中炬高新闪崩跌停被市场广泛关注，除

了身贴白马股标签之外，还因其系姚振华掌

舵的上市公司。但作为姚振华“入主”后的首

次并购，中炬高新全控厨邦公司却以失败告

终，这也导致宝能系当日浮亏近9亿元。

据了解，在2018年9月宝能系旗下的中山

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田”）受

让了中炬高新24.92%股份，中山润田成为了

中炬高新的第一大股东；之后在当年11月宝

能系正式进驻中炬高新董事会，在今年3月中

炬高新正式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

告，中山润田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姚振华成为

公司实控人。由此，中炬高新也被贴上了宝能

系、姚振华的标签。

而拟购厨邦公司剩余20%股权则系姚振

华“入主”之后的动作，也系由姚振华掌舵的

首次资本运作，但最终折戟。

经Wind统计，宝能系在资本市场布局广

泛，除了中炬高新之外，还持股12家上市公司。

据了解，宝能系旗下的钜盛华、前海人寿

是其持股上市公司的主要平台，而经Wind统

计，钜盛华、前海人寿在境内、境外持股的上

市公司合计12家，其中持股比例超5%的有8

家，分别为华侨城、万科、韶能股份、明星电

力、中国金洋、南宁百货、南玻集团、合肥百

货，但上述企业均非宝能系控股，其中持股比

例较高的则有韶能股份、南玻集团。

韶能股份、南玻集团两家企业目前均系

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人状态，但前海人寿均

为第一大股东，截至今年9月30日，前海人寿

分别持有韶能股份、南玻集团15.09%、15.1%

的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宝能系的资本布局也在

不断调整，其中宝能系仍在不断减持万科。根

据万科11月23日最新公告，宝能系再度减持

5%，目前持股比例为10%。针对相关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向宝能集团方面发去采访函，不

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酱油业务发展或受影响

“中炬高新对于厨邦剩余股权收购失败，

对于整个以‘厨邦’为核心的调味品发展战

略，未来全国化、高端化运营有较大影响。”中

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称。

据悉，中炬高新1999年凭借收购美味鲜

切入调味品行业。美味鲜作为中炬高新的子

公司，旗下主要品牌有厨邦、美味鲜。

数据显示，2018年，中炬高新营业收入

41.66亿元，同比增长15.4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07亿元，同比增长34.01%。

美味鲜公司营收为中炬高新主要收入来源，

实现营收38.52亿元，增幅10.34%；实现净利

润6.36亿元，同比增长12.35%。其中，厨邦品

牌主要营收和净利润为15.26亿元、3.22亿元，

占中炬高新净利润的53.05%。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中炬高新目前的主

要盈利来源，以“厨邦”为核心的酱油业务发

展扩大对于中炬高新来说尤为关键，回收厨

邦剩余股权也成为中炬高新聚焦核心产业的

重点。然而，厨邦在整个酱油市场中的占有率

还有待提高。数据显示，厨邦酱油的市占率仅

为5%，调味品巨头海天市场占有率为18%，李

锦记为6.1%。

“目前，依托于‘美味鲜’和‘厨邦’双轮驱

动的中炬高新，已经稳居行业第二的地位。”

业内人士称，双品牌战略定位虽然有助于中

炬高新实现“做中国最好的酱油，独步于国内

高端产品市场”的愿景，不过，中炬高新旗下

品牌在市场中存在“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

特点，同时，其餐饮渠道没有得到充分开拓，

市占率明显低于海天、李锦记等。

位居“第二”的中炬高新心中有一个“双

百梦”。据了解，中炬高新的“双百亿”中期目

标即在2019-2023年，用五年的时间实现健

康食品产业年营业收入过百亿元，年产销量

过百万吨的双百目标。

不过，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

创始人徐雄俊分析称，依照目前中炬高新的

业绩增长速度来看，中炬高新想要实现“双百

梦”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在没有实现对于厨

邦股权完全收购的情况下。

朱丹蓬也表示，中炬高新在整个治理

结构、股权结构、顶层设计等方面存在较大

不足，此次未能收购厨邦剩余股权对其发

展又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从中炬高新的

整体实力、渠道推广以及网络营销团队的

布局等多方位来看，双百亿的目标不大可

能实现。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马换换 张君花

凭借“厨邦酱油美味鲜，晒足180天”的

广告语，中炬高新（600872）控股的广东厨

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厨邦公司”）深

入人心。为了聚焦核心产业，中炬高新也开

始谋求全控厨邦公司， 但最终失败的结局

却让公司2.56万户股东颇为“受伤”。12月4

日中炬高新闪崩跌停， 当日公司市值缩水

35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身贴白马股、

宝能系、姚振华等多个标签，中炬高新在资

本市场上关注度极高， 而此次并购也系姚

振华“入主”中炬高新之后开展的首次资本

动作，但交出的答卷却并未让市场满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濮振宇）12月4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石化”）发布消息称，根据党中央任免决

定，刘宏斌任中石化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12月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发布公告称，公司董

事会宣布，刘宏斌因工作岗位调整，已提交

辞呈，辞去董事职务，辞任即日生效，刘宏斌

将同时卸任董事会投资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职务。

资料显示，刘宏斌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

业拥有近35年的工作经验。2005年9月起，刘

宏斌任中国石油集团规划计划部主任。2007

年6月起，刘宏斌被聘任为中石油副总裁，

2007年11月起，刘宏斌兼任销售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书记。2013年7月起，刘宏斌任中国石

油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13年8月起，刘

宏斌兼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4年5月起，刘宏斌被聘任为中石

油董事。

针对刘宏斌未来在中石化的具体职务分

工，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采访了中石化相关负

责人，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对方回复。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一直以来，央企

之间高管的交流任职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

现象。2018年6月，焦方正辞去中石化董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高级副总裁职务，

出任中石油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喻宝才辞

去中石油董事职务，出任中石化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宣布刘宏斌任中

石化副总经理的同时，中石化还发布了另

一条聘任外部董事的信息称，“12月3日，

受组织委托，国务院国资委企干一局（董

事会工作局）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关于聘

任张玉清、吴献东为集团公司外部董事的

决定”。

据了解，外部董事又称非执行董事，是

指除了董事身份外与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契

约关系的董事。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

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该意见对独立董事的含义、任

职资格、产生程序职权义务等作出了规

定。外部董事对执行董事起着监督、检查

和平衡的作用。

此次两项人事变动的背后，是中石化正

推进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11月28日，

中石化召开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中

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在会上表示，

此次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构建“总部战略和资本运营中

心、板块业务运营中心、企业执行中心”的治

理体系，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

的制度体系。

财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石化营业收

入约2.23万亿元，同比增长7.7%；按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前三季度中石化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432.81亿元，同比降低27.8%；按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前三季度中石化归属于本

公司股东净利润442.26亿元，同比降低

2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13.98

亿元，同比降低41%。

宝能系持股的部分上市公司一览

公司

中炬高新

万科A

明星电力

合肥百货

持股排名

控股股东

第三大股东

第四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

持股比例

中山润田持股24.92%

前海人寿以及钜盛华合计持股10%

前海人寿持股5.02%

前海人寿持股4.75%

经历多次流拍，奇瑞增资扩股项目终于

落地。12月4日，长江股权交易所发布公告称，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控

股”）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

瑞股份”）增资扩股项目已顺利完成，投资方

为青岛五道口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五道口”）。

144亿元入局

实际上，奇瑞自2018年曾挂牌期满后曾

四次延期，最终仍遭流拍。2019年增资扩股

重启后，投资者身份备受关注。

早在今年11月中旬，就有传闻青岛五道

口将以新投资者身份参与奇瑞增资扩股项

目。对于新投资者身份，资料显示，青岛五道

口仅成立3个月，主营业务为投资与资产管

理等，第一大股东北京五道口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周建民。值得注意的

是，周建民与鼎晖投资总裁焦震同为山东大

学校友，而鼎晖投资是奇瑞在2009年通过私

募引入的股东之一。

随着青岛五道口成功摘牌，奇瑞控股和

奇瑞股份的控股股东也发生变化。公告显示，

青岛五道口向奇瑞控股投资约75.86亿元，持

股比例为30.99%。奇瑞股份方面，青岛五道

口投资约68.63亿元。与此同时，奇瑞股份大

股东也随之变为青岛五道口，而此次青岛五

道口投资共计144.49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增资扩股后，青岛五道

口的持股占比将达到51%，奇瑞控股、奇瑞

股份将发生改制。但实际上，曾参与竞标的

两家公司都在此前与奇瑞有一定联系。从成

立时间来看，两家企业更像是为竞标奇瑞股

份而成立。

引资脱困

此次挂牌股改的背后，是奇瑞汽车持续

多年下滑的销量困局。数据显示，自2010年达

到销量顶峰后，奇瑞就开始走下坡路。2013

年，奇瑞销量继续同比下降21.64%至44.39万

辆，在自主品牌阵营中的排名降至第四位。

不过，2019年奇瑞汽车销量开始快速回

暖。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奇瑞控股集团累

计销量达57.7万辆，其中奇瑞品牌累计销量

同比增长6.7%。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

长崔东树表示，奇瑞汽从去年开始推出多款

车型，推动企业的销量表现改善，势头良好。

但是，销量的提升，并未让奇瑞汽车扭

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奇瑞控

股净利润为-1.55亿元，资产总额为904.17亿

元，负债总额为685.08亿元；奇瑞股份净利润

为-13.74亿元，资产总额为830.82亿元，负债

总额为622.93亿元。在汽车行业进入新竞争

时代后，需要大额投资，负债和对未来的投资

都需要对奇瑞有更多元的资金来源。

此前，奇瑞方面曾表示，此轮募集资金

的用途将用以偿还负债及现有业务、新业务

的发展和日常经营。

“完成混改后，奇瑞通过增资扩股能得到

一笔不小的现金流，有利于缓解奇瑞资金缺

乏的现状。”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表示，通过

引入战略资本向企业内部注入新鲜“血液”，

增强竞争实力进一步推进自身发展，同时可

以加大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

转型新能源

实际上，此次增资扩股不仅有助于缓解

资金紧缺和企业发展压力，也将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奇瑞加快新能源汽车转型。

此前，奇瑞控股董事长尹同跃在《致全

体奇瑞人的一封信》中表示，“在‘奇瑞2025

战略’规划中，我们在新产品、新技术、新能

源、等方面进行了布局，规划落地需要巨大

的资金投入”。

北京五道口董事长、创始合伙人周建民

表示，之所以参与奇瑞增资扩股，是看好中

国汽车行业长足增长空间，特别是在新能源

汽车和国际化方面的机会。业内人士认为，

通过混改，奇瑞在获得发展资金的同时，还

将获得更好的机制，能有效地解决奇瑞发展

面临的问题。

不过，如今不仅传统燃油车市场陷入销

量低迷，新能源汽车市场也连续出现4个月

下滑，10月销量骤降四成。此外，曾以自主企

业为主的新能源车市，也逐步成为合资外资

企业主战场。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新能源汽

车市场正在逐步进入竞争加剧的淘汰赛，奇

瑞如今在引入新的战略资本转型的同时，也

同样面临着市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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