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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实体清单”中芯国际：短期无重大影响

北京商报2020.12.21

去红线行动，哪家房企安全了

12月20日晚间，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发布《关于

纳入实体清单的说明公告》，正式回应被美国

商务部纳入“实体清单”一事。

公告显示，公司关注到美国商务部以保

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中芯国

际及其部分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列入“实体清

单”。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后，根据美国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适用于美国《出口管

制条例》的产品或技术，供应商须获得美国商

务部的出口许可才能向公司供应；对用于

10nm及以下技术节点（包括极紫外光技术）

的产品或技术，美国商务部会采取“推定拒

绝”（PresumptionofDenial）的审批政策进

行审核；同时公司为部分特殊客户提供代工

服务也可能受到一定限制。

中芯国际表示，自2020年9月5日从媒体

获悉可能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以

来，一直努力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以期

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但遗憾的是，公司仍

然被列入了“实体清单”。对此，中芯国际表示

坚决反对，并再次重申，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贯

恪守合规运营的原则，严格遵守生产经营活

动所涉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从未

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

经中芯国际初步评估，被加入“实体清

单”对其短期内运营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

影响，对10nm及以下先进工艺的研发及产能

建设有重大不利影响，该公司将持续与美国

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并视情况采取一切

可行措施，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力争将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

12月18日晚间，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将

中芯国际及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随

后，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了最新被列入“实

体清单”的77家实体，其中就包括中芯国际

及其附属公司、大疆创新、光启集团等近60

家中国企业和个人。该名单将于12月22日

正式执行。

通信专家马继华认为，中芯国际被美国

纳入“实体清单”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中芯

国际在此之前应该也做了一些准备，并不会

手足无措。“当然，这件事对中芯国际肯定还

是会产生一些影响，一些相关设备的引进、技

术和材料的引进都受到阻碍，但不会从根本

上动摇中芯国际的整个发展路径。”

在马继华看来，如果说之前中芯国际还

存在可以不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侥幸想法，

该公司要计划的是在世界半导体产业链里的

发展，而现在已经被纳入“实体清单”，其战略

就变得很清晰，现下就是围绕着国内的循环，

或者国内整个产业的发展做依托向前走，后

续动作更加明确，不至于踌躇不前。

有消息称，在刚刚上任副董事长的蒋尚

义的牵头下，中芯国际与荷兰ASML正在就

进口EUV光刻机进行谈判。中芯国际想要突

破10nm这重要的技术节点，必须要通过进口

更先进制程芯片的极紫外光刻机（EUV），而

目前只有荷兰ASML一家能够生产。

12月20日，大疆创新也就被加入“实体清

单”作出回应。对于美方的无理制裁，大疆创

新回应称，该公司将“继续在美国销售”，美国

的客户可以继续购买和使用大疆的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白杨）
12月20日晚，加加食品发布关于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称，终止收

购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枪鱼钓”）100%股权。

这意味着，加加食品并购再次以失

败告终。

2018年7月9日，加加食品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加加食品拟向励振羽、大连金沐

投资有限公司等14名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

有的金枪鱼钓100%股权。同时，

加加食品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7.5亿

元，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标的资产

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

关税费。

彼时，对于收购金枪鱼钓，加加

食品方面表示，随着国内消费的升

级，高端食品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金枪鱼钓属于稀缺行业，且面向高

端消费市场，与加加食品布局大食

品领域、实现高端定位的初衷都极

为吻合。

对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原因，加加食品方面表示，基于

本次重组方案较为复杂，公司尚未

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以及目前市

场环境等原因，现阶段继续推行重

大资产重组条件尚不成熟，经公司

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加加食

品首次并购。2017年6月，加加食品

拟收购以生产辣椒酱为主业的辣妹

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并希望通过

其渠道优势进军餐饮行业，但最终

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看来，加加食品收购金枪鱼钓

如同“蛇吞象”，加加食品整体对

金枪鱼钓公司并没有驾驭能力，

因此重组失败。而回顾加加食品

近年来多次重组失败，主要是由

于其在战略、渠道、团队等方面均

存在较大的问题。

3月20日晚，加加食品发布公告

称，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杨旭东申请

辞职。而在此之前，加加食品已有多

位高管辞职。2019年12月31日，加加

食品收到独立董事王远明、何进日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远明、何进

日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加加食品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专门委

员会所任职务。

除了人事频繁变动，加加食品

近年来业绩发展也并不稳定。加加

食品创立于1996年，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大型调味

食品上市公司。2013年，加加食品

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10.16%，

2014年 扣 非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滑

13.3%，2015年继续下滑15.24%。

虽然2016年和2017年，加加食品营

收和扣非净利润同比正向增长，但

在2018年财报中，加加食品营收、

扣非净利润同比双双下滑。

今年8月25日，加加食品发布

2020年半年度报告称，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收11.56亿元，同比增长

12.87%；实现净利润1.07亿元，同

比增长24.67%。其中，酱油、食醋、

味精、鸡精等调味品的销售收入为

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69.23%，同比

增长9.39%。三季度，加加食品实控

人杨振提出回归主业战略，聚焦主

营 业 务 发 展 ， 贯 彻 执 行 加 加

“12345”的产品战略和1+N的品牌

战略，提出快消品行业先进的

“6+1”营销模式，进行深度分销，实

现社区社群新营销。

朱丹蓬表示，对于未来发展，加

加食品应先考虑如何把主业做大。

“调味品行业仍是一个具有发展前

景的行业，深耕餐饮渠道也是加加

食品未来需要做的事情。”

据悉，加加食品今年开发了一

系列符合餐饮渠道的产品，并不断

推进餐饮渠道的开发和建设。如

今，加加食品已收回电商经营权，

重新规划京东、天猫、拼多多等线

上平台布局。

收购金枪鱼钓告吹
加加食品“高端转型”落空

融资“三道红线”预期之下，近期众房企降负

债动作越发频繁。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同策研究院

数据梳理发现，今年三季度，在所统计A股的93家

房企中，绿色档（三条未踩线）房企仅有33家；而在

所统计H股的40家房企中，上半年财务指标处于

绿色档（三条未踩线）房企仅有6家。随着房企未来

“成长”空间被收紧，安全成为了第一要义。项目转

让、引入战投、分拆上市，以及“借新还旧”调整长

短债，关注资金安全成为“过冬”的关键，如何“去

杠杆、降负债”，众房企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道。

70%房企“踩线”

房企融资“三道红线”即将于2021年起在全行

业全面实施。按照设置标准，红线1：剔除预收款后

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红线2：净负债率大于

100%；红线3：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

线”触线情况不同，将房地产企业分为“红、橙、黄、

绿”四档。如果“三道红线”全部踩中，开发商的有

息负债将不能再增加；踩中两条，有息负债规模年

增速不得超过5%；踩中一条，增速不得超过10%；

一条未中，不得超过15%。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同策研究院数据梳理发

现，今年三季度，在统计A股的93家房企中，绿色

档（三条未踩线）房企33家，占比35.48%；黄色档

（一条踩线）房企27家，占比29.03%；橙色档（两条

踩线）房企14家，占比15.05%；红色档（三条踩线）

房企19家，占比20.43%。

而在所统计H股的40家房企中，上半年财务

指标处于绿色档（三条未踩线）房企6家，占比

15%；黄色档（一条踩线）房企17家，占比42.5%；橙

色档（两条踩线）房企10家，占比25%；红色档（三

条踩线）房企7家，占比17.5%。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红色档的26家房企

中，不乏头部房企和千亿规模房企的身影。头部房

企包括中国恒大和融创中国，而在年中的业绩会

上，“降负债”也成为了两大头部企业的高频词汇。

据恒大管理层透露，“力争2020-2022年，有息负

债平均每年减少1500亿元”。也就是说，未来三年

恒大降负债总额将达到4500亿元。

千亿规模房企中，富力地产、中国奥园、泰禾

集团等诸多房企皆处于红色档内，此外，还有类似

弘阳地产这种近几年追逐千亿目标的房企；而在

众多红色档房企中，包括富力地产、泰禾集团等21

家房企的净负债率高于130%，亟须降负债以摆脱

高危压力。

众房企主动“降档”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包括恒大、融创、

华润等在内的多家房企均于年内实施了分拆上

市动作。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年内

共有15家物管企业成功上市，远超于去年规模的

12家，但整体表现却与去年大相径庭，即便是恒大

物业，在上市首日亦出现了破发。

虽然物业上市不得意，但是在销售端恒大

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恒大集团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11月，恒大累计合约销售金额6786.6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6.9%。据此测算，恒大

提前完成全年销售6500亿元的目标。值得一提

的是，恒大于年内解除了一场超千亿的对赌“警

报”，这也为其应对“三道红线”奠定了基础。

相较于头部房企的“翻转腾挪”，部分债务压力

过大的房企并没有太多的施展空间，随着融资窗

口收紧，房企“瘦身”动作近期也越发频繁。

11月9日，富力地产发布公告称，拟将广州富

力国际空港综合物流园内的物业作价63亿元，其

中70%权益以44.1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黑石。

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项目转让可以起到尽

快回笼资金的目的，缓解短期债务压力。同时，剥离

财务表现欠佳的资产，也有助于优化负债结构。

当“卖卖卖”无法自救，最终的道路唯有走向

转让公司控股权。例如，年内京汉股份正式“卖身”

中国奥园，企业名称也于近期变更为“奥园美谷”，

据说要进军美丽健康产业。

此外，引入战投也是众房企降低负债的有效

措施。今年9月，房地产市场上演两起险资与房企

的“联姻”大戏，但最终招商蛇口引入平安失败，阳

光城成功牵手泰康。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

今年三季度，阳光城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为79.21%，净负债率为108.35%，踩中两条红线。

负债“降档”势在必行，众房企也采取了不同

的应对之道。大房企可以利用自身的品牌效应，以

价格来打动购房者，还可以利用自身的规模效应，

开拓新的“输血”渠道。但中小房企的选择空间有

限，对于它们来说，如何闯过生死线，仍不容乐观。

“借新还旧”调整负债结构

整体来看，在融资“三道红线”信号传出后，压

缩发债规模成为共识，不过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

房地产开发商在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遍面临

着高负债压力。因此，目前虽有融资“三道红线”压

顶，但众房企还需慢慢解套，尤其是在短期偿债压

力逼近的情况下，部分房企仍继续融资，“借新还

旧”调整长短期负债结构。

同策研究院资深分析师肖云祥表示，其实在

“三道红线”消息传出后，政策效果已经有所显现。

从同策研究院监测的40家典型房企融资数

据来看，在6月融资规模达到高位后，紧接着3个

月房企融资规模持续下跌。到了10月，融资规模

有小幅反弹，仍处于低位。直到11月，融资规模才

出现了强势反弹的情形，从结构上看，11月融资

规模比重最大的分别是其他债权融资、公司债和

境内银行贷款。肖云祥称，其他债权融资方式融资

规模增加来源于多元化融资方式，其中债权转让

与应收账款转让的规模与频率有显著提高，例如

招商蛇口通过股加债融资41.4516亿元，绿地香港

通过股加债融资72.6亿元。

根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021年房企到期债务规

模预计可达12448亿元，同比增长36%，房企偿债

压力继续攀升。虽然融资新规对未来房企整体发

债增速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按照近五年房

企债券融资发行周期推算，预计未来房企债券融

资到期债务压力实现实质性下降仍需3-5年时间。

“房企短期内仍离不开发债需求，但发债融资

的规模已然被压减。”严跃进指出，目前头部房企仍

有发债融资的机会，但中小房企已经越来越难了，

而且普遍发债利率偏高。因此，未来房企会选择“节

流”，相关费用支出以及拿地会越发谨慎。

中南建设CFO辛琦曾在年中业绩会上表示，

“三道红线”是针对房企、金融机构双管齐下的长效

机制。限制负债增长规模，对于头部房企来讲，可能

会更加稳定，但未来逆市飘红、弯道超车的机会可

能越来越难，打消部分房企狂飙突进的念想。

北京商报记者 王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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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6%

76.48%

75.34%

75.06%�

81.05%�

77.88%

79.82%�

82.38%

84.92%

泰禾集团

嘉凯城

天房发展

云南城投

中天金融

华夏幸福

格力地产

栖霞建设

华远地产

光明地产

新华联

绿地控股

珠江实业

0.05

0.05�

0.06

0.09

0.27

0.37

0.45

0.47

0.48

0.48

0.55

0.69

0.72

279.99%

196.72%

189.88%

859.47%

167.46%

190.43%

197.26%

172.95%

229.8%

211.86%

224.17%

183.51%

192.81%

企业 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净负债率 现金短债比

中国恒大

富力地产

融创中国

中国奥园

中梁控股

融信中国

弘阳地产

220%

�206%

176%

157%

131%

129%

112%

85%

78%

82%

81%

�81%

�74%

74%

0.36

0.22

0.61

0.78

0.85

0.85

�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