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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梅雁吉祥举牌者马敬忠：我不为谁站台也不与谁叫板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近日，曾因证金公司和恒大系而

名动一时的梅雁吉祥（

600868

）再起

波澜， 这次迎来了资本玩家马敬忠，

而且强势直指第一大股东和上市公

司控制权。

不过梅雁吉祥管理层的态度颇耐

人寻味，短短一周时间，其对第三者马

敬忠入主的态度由态度暧昧到明确不

支持甚至“必要时”奋起反抗。 而马敬

忠则在管理层表态后迅速用实际行动

作出反应， 继续增持坐上第一大股东

位置。在双方你来我往之际，梅雁吉祥

的原第一大股东恒大方一直保持沉

默，但市场却对梅雁吉祥管理层、马敬

忠和恒大三者关系颇多关注。

近日，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独家

对话马敬忠，其对为何选择梅雁吉祥、

后续又将作何打算， 以及市场关注的

其他问题首次公开做出回应。

梅雁吉祥再起波澜

狗年伊始， 梅雁吉祥股权再起波

澜，公司

2

月

22

日公告，以马敬忠为

实控人的中睿两家公司———烟台中睿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烟台中睿

)

和中

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中科中

睿

)

，合计增持

9490.75

万股梅雁吉祥

股票，持股比例

5%

，达到举牌线。 而

且该持股数量， 仅比梅雁吉祥当时的

第一大股东恒大系的广州市仲勤投资

有限公司

(

仲勤投资

)

少

32

股。

梅雁吉祥突如其来的股权变

化，也遭到交易所闪电问询，在公布

权益变动当天上交所即发问询函。

在

2

月

27

日对交易所问询的回复

中，马敬忠方明确表示继续增持，并

谋求公司控股权， 梅雁吉祥管理层

对第三者的到来给予了极其官方的

回应，“按规矩办事就行”，但也略显

暧昧， 因为此前双方在

2

月

5

日已

经有过见面沟通。

上交所也紧接着出了监管工作

函，仅仅过了一周，在第二次对监管的

回复中，梅雁吉祥管理层态度却大变，

明确表示对马敬忠欲取得公司控制权

的事项“目前不予支持或配合”，甚至

表示必要的时候或将联合其他股东反

击。 之前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曾对梅

雁吉祥新的股权故事进行过系统梳

理，并独家采访到新进入者马敬忠，详

情参考“从暧昧到抗拒，梅雁吉祥对第

三者马敬忠说不”。

在对上交所的回复中， 马敬忠这

次对 “谋求控制权” 则称存在不确定

性，也将积极与董事会沟通。不过第二

天，马敬忠又用实际行动给予了回复，

3

月

6

日中睿一方又合计增持梅雁吉

祥股票

59.25

万股， 正式成为第一大

股东。

为何选中梅雁吉祥

对于马敬忠， 经过前几天梅雁吉

祥的热炒之后，市场对其已经不陌生，

记者也在上篇中对其有综合报道，马

敬忠是一位资本市场的老人， 之前也

曾公开现身

A

股公司梦舟股份

(

曾用

名鑫科材料

600255)

， 旗下有多家资

管和科技类公司， 个人高度关注新能

源行业的发展， 旗下基金投资过新能

源汽车项目。

梅雁吉祥是

A

股中有名的壳股，

曾因被证金公司和恒大系举牌而知

名，而且公司现在处于无主状态。 对

于这次为何选中梅雁吉祥，马敬忠告

诉证券时报记者：“梅雁吉祥所处的

能源行业是国家战略行业，与我们近

年来重点布局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契

合度高，政策支持力度大；梅雁吉祥

股东分散，目前无实际控制人，更为

重要的是，公司股东人数多，股票活

跃度极高。 ”

马敬忠表示：“这个公司（梅雁吉

祥）如果再没有一个有担当的大股东

介入， 几乎所有议案都难以通过，这

对上市公司发展、对股东利益、对管

理层直至监管部门都不是好事。 ”这

不禁让人联想到去年

11

月底， 梅雁

吉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管理层所提

出的员工持股计划被否一事，该次股

东大会也被解读为梅雁吉祥管理层

和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恒大系”之间

关系出现裂痕。 根据权益变动书，马

敬忠也正是在此后开始逐渐买入梅

雁吉祥并达到举牌。

马敬忠“实业与资本论”

新来者马敬忠十分低调， 但却是

一位资本老手，其在证券、资管、投资

等金融领域有较丰富履历， 而且其掌

控的中睿资本团队也以资本运作见

长。 马敬忠也对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表示：“我本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业务， 为多家上市公司做

过并购重组的咨询及服务， 对上市公

司的运营比较熟悉， 也有团队自己的

一些独特理解。 ”

“我个人比较擅长并购重组、资产

收购、产业整合、基金投资等业务，而

中睿团队，也包含了新能源汽车、新材

料、互联网、

TMT

等各方面的专家、教

授、行业研究员等。”马敬忠介绍，近几

年马敬忠及其团队通过基金投资、合

作等方式在新能源汽车整车、 核心零

部件、动力电池、大数据等领域都有布

局， 并且正在与三个地方政府合作进

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

“有了多年的项目积累和实业经

验后，更懂得了实业与资本的关系，也

深知资本对产业整合所带来的巨大功

效。 ”对于资本和实业的关系，马敬忠

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做上市公司自

然离不开资本运作， 否则那就是纯粹

做实业了。但是，我向来主张产业发展

必须是靠资本

+

实业的两轮驱动，不

可或缺，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

马敬忠称：“上市公司本身应该是

资本运营

+

产业整合平台， 不应该长

期不加以使用而丧失其功能， 有的上

市公司十几年来股本不增加、 业务不

发展、主业不提升、市值不增长，这样

的上市公司就失去了上市的意义。 上

市公司的业务、利润、市值每年都保持

一定比例的增长才是正常的， 也是所

有股东所期望的。 我们这次举牌成为

大股东， 也是本着实现这个小目标而

来的。 ”

马敬忠的打算

梅雁吉祥的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

和生产制造业

,

在梅州地区

6

家水电

站，但公司主营业务长期亏损，一直以

卖出固定资产保壳，自

2000

年以来梅雁

吉祥数度处于退市保壳边缘。 根据天眼

查显示，马敬忠旗下多为投资管理公司，

并没有多少实业投资， 并购重组也是马

敬忠对其过往工作总结时的绝对重点。

无论是曾经的证金公司和后来的恒

大，二者均无意取得梅雁吉祥实控权，恒

大还曾明确表示“不谋求公司控制权，也

无意参与梅雁吉祥经营管理”，如今对于

这位资本玩家的到来，市场也充满猜测，

那么马敬忠强势成为梅雁吉祥大股东，

到底又作何打算？

马敬忠对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

示：“我们的打算就是要通过资本平台为

实体经济和产业整合服务， 促进产业的

快速成长， 把上市公司和新经济产业同

时做大做强做优。 ”

但未来具体将怎么做， 马敬忠称：

“现在不方便告诉你。 ”，但他表示“我们

有信心通过自己真金白银的投入， 通过

新经济、新模式的引入，让上市公司的营

业收入、 经营业绩有大幅增长并持续下

去，使上市公司在国内、业内产生较大影

响力。 ”

不过， 马敬忠的强势表现还是遭到

了梅雁吉祥管理层公开的 “目前不支持

或配合”，甚至表示必要时将反击。对此，

马敬忠表示：“我想是因为他们目前还不

知道我们打算做什么、怎么做、能做到什

么程度。 我们会通过沟通交流让他们对

我们的进入消除疑虑， 对我们以上市公

司为平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智能制造，

推动新经济发展的规划充满信心。 ”

根据记者和马敬忠的接触， 他对入

主梅雁吉祥的一系列事项还是志在必得

的，他告诉记者：“我相信经过努力，现任

董事会一定会支持和配合我们实现对上

市公司提出的新定位、新目标。 ”

想体现一下

自己和团队的价值

另外，在梅雁吉祥的故事中，恒大虽

然一直保持沉默，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市场关于梅雁吉祥管理层、 恒大和马敬

忠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 甚至马

敬忠的背后还被认为隐藏着资本市场大

鳄“睿康系”的身影。

马敬忠称造系是媒体博眼球的说法，并

对梅雁吉祥管理层和恒大之间存在矛盾的

传闻直言“不清楚”，他表示：“不能说股东否

决过董事会的议案就说有矛盾吧；如果损害

股东利益，股东无论大小都应该否决它。 ”

而“睿康系”也是为市场所熟知的资本

玩家，掌控着莲花健康、天夏智慧以及睿康

股份等三家

A

股上市公司，其掌门人夏建统

曾以斥资

6000

万英镑（

5.7

亿元）收购英国

老牌足球俱乐部阿斯顿维拉而为大众关注。

之前有媒体报道， 马敬忠不仅在夏建

统的集团公司任高管， 还通过一些公司互

相持股，而且马敬忠与“睿康系”身份、人事

等诸多事项上存在串联或契合， 马敬忠也

被认为和“睿康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敬忠对记者表示：“说我的背后是睿

康集团倒可以理解， 我前几年确实曾经联

合睿康集团夏建统博士合作过一些项目，

虽然合作已经结束， 不过至今我对夏博士

本人也仍然十分敬重， 真心希望夏博士能

够渡过暂时的难关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

马敬忠称：“我不是为谁站台，也不会

与谁叫板， 只是想利用自己的运作经验、

运用上市公司这个资本平台为地方政府

的项目落地、产业整合、经济发展做一些实

实在在的事情，同时让股东们获益，也体现

一下自己和团队的价值， 刷一刷存在感，

仅此而已。 ”

官兵/制图

碧桂园去年净利翻倍

2018年不设销售目标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碧桂园 （

02007.HK

）

3

月

20

日中午披露了

2017

年度业绩报

告，下午在香港举行发布会，公司

创始人、 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及总

裁莫斌出席。

业绩报告显示， 碧桂园

2017

年度实现总收入约为

2269

亿元，

同比增长约

48.2%

； 股东应占利

润约为

260.6

亿元 ， 同比增长

126.3%

；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5508

亿元，面积约

6066

万平方米，

同比分别增长

78.3%

和

61.9%

；每

股盈利为

122.8

分 ， 同比增长

135.4%

； 销售楼款现金回笼约

5003.3

亿元， 同比增长

76.1%

；净

经营性现金流再次为正。

碧桂园董事会建议， 以现金

派发末期股息每股

24.95

分，同

比增长

144.6%

，全年合计每股派

息

39.97

分，同比增长

133.5%

。

碧桂园

2017

年度的业绩延

续了高增长，各项财务数据均较

为亮眼，首席财务官伍碧君在发

布会现场就表示，“每一项指标

好转的跨度都比较大”。 毛利率

方 面 ， 碧 桂 园 由

2016

年 的

21.1%

上升至

25.9%

。 融资成本

方面，截至

2017

年底，加权平均

借贷成本为

5.22%

，同比降低了

44

个基点。

资产负债方面，截至去年底，

碧桂园总资产达到

1.0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7％

；总负债

9331

亿元，

同比增长

83%

；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

1484

亿元，同比增长

54％

。

略显意外的是， 莫斌在发布

会现场宣布，

2018

年不设定合约

销售目标，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

推出货量，继续实现增长。

莫斌表示， 重要的是将每个

项目都做成功，做有质量的发展，

不设销售目标， 并不代表对自己

没有要求。对此杨国强也补充到，

“我们前几年实际完成比设定的

目标高很多， 我们有能力做得更

好，这次就不说（目标）了。 ”

在业绩报告中， 碧桂园重点

提及了三四线城市的销售情况。

2017

年，按地理位置计，碧桂园

有

58%

的销售来源于三四线城

市，计算可知这一数字约为

3195

亿元。碧桂园表示，即便包括一二

线城市的销售， 公司合约销售均

价也在

9080

元左右，为前十强房

企中的最低水平， 未来碧桂园将

继续深耕各级城市乡镇， 争取更

广阔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