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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拍卖吸引多家企业 康佳或有意参与竞拍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司法拍卖网站上公布资产拍卖信

息仅过去约十天时间，新飞电器、新飞

家电以及新飞公司就已迎来多家意向

接盘方接洽， 其中不乏上市公司和国

有企业。

康佳或当接盘侠

在宣布重整复产

4

个月后， 新飞

公司近日出现在阿里司法拍卖网站

上，以

4.5

亿元起拍价拍卖公司

100%

股权，另以

1.15

亿元起拍价拍卖新飞

电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北干道

370

号、 胜利路南段

309

号等地块的

部分土地、房产以及建筑物。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康佳有关人

士表示正在积极参与竞拍新飞系列股

权和资产， 希望通过新飞完善自身白

色家电布局，做大做强白电业务。

对于康佳参与新飞重整拍卖的说

法， 深康佳

A

董秘并未予以否定，不

过以正在开会为由婉拒了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的采访。 在新飞公司首度重

整之时， 就有媒体曝料康佳第一时间

参与接洽，彼时深康佳

A

董秘对外表

示未掌握这方面信息。

公开资料显示， 康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彩色电视机、手机、白

色家电、生活电器、

LED

、机顶盒及相

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康佳集团

白色家电事业部隶属于康佳集团，起

步于

1998

年，已成为康佳集团第二大

业务单元。 康佳白电本部位于安徽省

合肥市，全面负责康佳冰箱、康佳洗衣

机、康佳冰柜等白色家电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对于康佳参与新飞重整竞拍的消

息，新飞管理人也并未给予明确透露。

“目前已经有三四家意向企业沟

通，但现在还不方便透露是哪几家，一

是涉及上市公司， 在公司公告前不方

便透露， 也有一些国企需要走上报国

资委的流程，所以不能提前披露。最后

花落谁家还是需要到拍卖以后才会有

结果。 ”新飞电器管理人、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沈雨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5

月

18

日新飞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重整计划， 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已经裁定批准， 目前新飞正处

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一方面对低效

剥离资产进行拍卖处置， 另外用股权

拍卖形式确定重整投资人。

她表示，

6

月

28

日新飞公司股权

将进行第一次拍卖， 希望到时就有最

终拍卖结果，如果流拍的话，会再延迟

一个月进行第二次拍卖， 最晚

7

月底

也会有最后结果。

据悉， 在新飞公司第一次宣布重

整之时， 已有十余家重整投资人意欲

参与其中。目前已经接洽过的公司，有

的原本在冰箱、 空调等白色家电方面

是“短板”，希望通过收购新飞作为其

在白家电方面的品牌进行运营； 也有

企业原本在白色家电方面较为强势，

需要新飞作为产能补充。

新飞品牌有望保留

对于近期市场关于新飞 “破产清

算”的消息，管理人向记者表示，新飞

虽然拍卖，但仍在“重整”而非“清算”。

重整是企业通过在法院监督下进行资

产、债务、业务等方面的重组，达到脱

困重生的目的。 重整后新飞品牌仍将

保留， 但清算的话新飞品牌就将不存

在了。

6

月

11

日，新飞电器官方微博、微

信也发布声明称， 新飞公司并没有破

产清算， 新飞公司的重整程序正在有

序推进。“

2018

年

5

月

18

日，新飞公司

重整计划获得通过， 河南新乡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目前

重整计划正在有序执行， 将通过股权

公开拍卖的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招

募投资人。 重整成功后，新飞公司将获

得重生，新飞雄鹰将再次展翅翱翔。 ”

在前大股东丰隆亚洲退出重整

后，新飞公司才开始了本次重整拍卖。

此前，

A

股上市公司康盛股份就

曾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盛科

工贸有限公司客户新飞三公司因资金

链断裂， 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已向新乡中院申请重整。丰隆亚洲

作为新飞公司重整第一投资人， 按要

求缴纳了

5000

万元保证金，并向管理

人提交了完善后的书面重整方案，但

后又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布公告明

确从新飞公司撤资， 并书面通知新乡

中院和管理人。

关于目前是否仍在处理新飞公司

事务的问题，管理人对记者表示，在新

的重整投资人还没有确定之前， 按照

企业破产法要求， 丰隆亚洲原来派驻

的高管仍需要配合重整交接， 因此目

前还有少数人员在配合管理人工作。

据悉， 对于参与竞拍的重整投资

人， 必须要求是国内注册的家电生产

或销售企业， 同意新飞品牌不能离开

新乡，且需要优先聘用前新飞员工。如

果

6

月

28

日新飞公司

100%

股权的拍

卖部分流拍后， 再度拍卖仍未有适格

投资人， 则新飞将面临破产清算的风

险。“不过就新飞公司目前接触的信息

来看， 完成破产重整的概率还是非常

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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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乙醇“遇东风” 中粮生化重组稳步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中粮生化 （

000930

）

6

月

15

日晚

间公告增发草案， 针对预案披露之后

投资者关心的 “每股收益增厚情况”

“标的资产评估方法”、“股份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过渡期损益安排”等问题

进行了补充说明。

至此， 作为中粮集团旗下的国家

级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 中粮生化本

次重组整合的全貌已经浮出水面。

根据草案内容， 中粮生化拟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收购生化能源、 生物化

学以及桦力投资

3

家公司

100%

的股

权，交易对价为

82.85

亿元。 交易完成

后， 中粮生化将成为中粮集团旗下统

一的集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玉米深加

工专业化平台公司， 通过加快对标的

资产科研及生产能力的整合， 进一步

发挥规模效应， 提升合并后上市公司

的盈利及股东回报能力。

政策加速落地

据了解，中粮生化主要从事燃料

乙醇、柠檬酸、乳酸及其副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业务， 主要产品有燃料乙

醇、柠檬酸、食品添加剂等生物能源

系列产品，而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要

经营范围将以燃料乙醇、食用酒精及

其副产品、淀粉及其副产品、淀粉糖、

味精及其副产品、饲料及其副产品等

产品生产及销售为主。 中粮生化表

示，交易后公司业务架构的调整更有

助于对玉米深加工产业链上下游的

全面布局，分散玉米等原材料价格波

动带来的风险。 同时，公司燃料乙醇

业务规模将大幅提升，实现“南北贯

穿”的区域覆盖，成为国内最大的燃

料乙醇生产企业， 市场份额超过

40%

，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早在

2017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5

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生

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

汽油的实施方案》， 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2018

年开始

推广燃料乙醇，

2019

年实现全覆盖，

并提出至

2020

年实现燃料乙醇全国

覆盖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天津政务

网公布 《天津市推广使用车用乙醇

汽油实施方案》，方案要求有序推广

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可见政策加速

落地， 燃料乙醇行业有望迎来快速

增长期。 受到近期多重利好消息的

综合推动，公司股价于

6

月

12

日强

势涨停。

此外， 近日中粮集团旗下上市公

司的多个专业化重组项目均取得阶段

性突破， 中粮地产以及中粮资本的重

组事项均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复。其中，中粮资本的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议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后，股价更是连续飙升，目前已收获

3

个涨停。 中粮集团在今年两会期间曾

经提出“将核心主业优质资产证券化，

通过股份制改造， 以资本为纽带拉动

发展， 打造具有世界一流竞争力的核

心主业团队”。中粮生化重组作为中粮

集团

18

家专业化公司之一，也必将受

到集团以及各方的鼎力支持。

进一步保证股东权益

根据草案内容， 本次重组完成后

的中粮生化将成为中粮集团旗下的玉

米深加工旗舰， 科研及生产能力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规模效应开始显现。

在本次重组拟收购的

3

家标的公

司中， 生化能源在燃料乙醇研发领域

拥有完善的研发能力， 在燃料乙醇生

产以及发酵生产酒精方面， 具有行业

领先的优势； 生物化学是目前全球最

具实力的淀粉深加工企业之一， 拥有

健全的研发体制， 从制度上保障了技

术的持续创新和工艺流程的持续改

进； 桦力投资拥有多项处于基础研究

阶段的专有技术和处于试生产阶段的

专有技术，研发体系较为成熟，技术人

员构成较为稳定， 研发技术水平行业

领先。

据称， 在发挥了重组的高度协

同效应之后，中粮生化的市场地位、

市场份额及品牌影响力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在玉米深加工行业将更具

行业话语权和经营灵活性， 为其未

来业绩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

础。 同时，也有利于资源优化分配，

从根本上解决中粮生化与中粮集团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

争问题。

据机构人士分析称， 中粮生化此

次整合完成后， 将拥有燃料乙醇产能

约

135

万吨 （占全国产能

40%

以上），

淀粉产能

165

万吨，淀粉糖产能约

90

万吨，饲料原料产能

90

万吨，各类产

品产能均大幅提升。

此次重组对于提升中粮生化上市

公司经营效率及整体业绩意义重大。

公告显示，中粮生化

2017

年底总资产

为

59.56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7.07%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87

元， 而在本次重组后， 总资产将达到

218.44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58.35%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5.15

元。 各项财务指标均有明显提

升，公司经营规模也得以扩大。值得注

意的是，

2017

年， 中粮生化每股收益

为

0.25

元，重组完成后每股收益将大

幅增厚为

0.55

元， 增厚比例超过

100%

。

碧桂园牵手袁隆平

助推第三代杂交水稻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6

月

15

日，在中国（国际）农业科

技创新论坛暨碧桂园现代农业品牌发

布会上，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宣

布，碧桂园正式进军现代农业，并倡议

成立中国“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产业发

展联盟，希望凝聚政府、产业界、金融

界、 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与合

力，促进沿线各国开展农业产业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我曾经种了很多年地，但在现代

农业面前我还是小学生。 ”杨国强说，不

久前他专程组织团队到荷兰、以色列考

察，了解现代化的农具、农业和培育方

式。 希望用科技的手段，在中国不同的

土地上，走出一条现代化农业之路。

发布会上的消息显示， 碧桂园农

业控股有限公司即将与 “杂交水稻之

父” 袁隆平院士以及开研资本有限公

司合作， 共同推动第三代杂交水稻的

研究和推广。

当天，

88

岁高龄的 “杂交水稻之

父” 袁隆平通过视频宣布了将合作成

立第三代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消息。

袁隆平说， 很高兴碧桂园农业控股有

限公司投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和

发展， 这个很了不起， 这么一个大企

业， 对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发展会

起关键性的作用。

袁隆平说，“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

公司的投资为我们助了一把大力气。

我们将在五年之内把第三代杂交水稻

在全国推广到

1000

万亩，按每亩增产

100

公斤来算， 增产的粮食可以满足

300

多万人口一年的口粮。 希望十年

内第三代杂交水稻能够推广到

3000

万亩，增产的粮食可以养活武汉、广州

这样大城市人口一年的口粮。 ”

“很遗憾，本来要成立第三代杂交

水稻中心并在广州揭牌的， 但我突然

今天健康有问题去不了。 ”袁隆平说，

希望能很快恢复健康， 然后去广州挂

牌成立第三代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据他介绍， 该研究中心将在长沙

和广州南沙设两个站， 共同把第三代

杂交水稻推向第一线， 向全国乃至世

界其他国家推广。

水稻超高产育种，一直是不少国

家和研究单位的重点项目。 当下，我

国杂交水稻育种的“主流”是袁隆平

团队研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技术。

2011

年，袁隆平领衔启动第三代杂交

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 袁隆平

说，第三代杂交水稻比前两代更加优

越，克服了前两代的缺点，今后的发

展前途非常光明。 一代、二代杂交水

稻都是世界领先的，第三代杂交水稻

更加领先。

据了解， 袁隆平还利用第三代杂

交水稻育种技术进行杂交海水稻研

究。 不久前，袁隆平宣布，杂交海水稻

技术攻关路线图已完成， 将在全国六

个省全面开展耐盐碱杂交海水稻试种

示范攻关，力争

2020

年开始在全国大

面积推广，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此次发布会上， 碧桂园农业公

司还与内蒙古通辽市人民政府、 农业

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农业

科学研究院、 华南农业大学、 以色列

Dagan Agriculture

、荷兰

RijkZwaan

公

司、 荷兰

Dalsem

公司等地方政府、农

业科学院校、国外现代农机企业、种业

公司等合作单位， 分批先后签订现代

农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今后， 碧桂园将在项目当地党委

和政府指导下，引导零星农户迁移，推

动城乡融合。在连片耕地整合后，发展

规模化种养殖及食品加工业， 无污染

土地、水源，优势原产区。同时，以科技

创新引领现代农业， 加快布局农产品

育种、生产、加工、物流、销售于一体的

农业全产业链新技术、 新模式、 新业

态，与农民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的利润，

引领中国现代科技农业发展。

此外， 隆平高科

(000998)6

月

15

日发布声明，对“袁隆平退出”、“袁隆

平减持隆平高科股份” 等报道作出澄

清。 公司表示，今年一季度，袁隆平并

无任何减持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目

前仍持有公司

1337.14

万股股票。 至

今，袁隆平仍工作在水稻科研一线。

青岛啤酒联手复星国际

拓展创新型及国际化业务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青岛啤酒 （

600600

）

6

月

15

日晚

间公告，

6

月

14

日， 公司与复星国际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在市场营销和品牌提升、 创新业务和

国际化业务拓展等方面展开合作。

青岛啤酒表示，公司认可复星国

际及其全球投资企业所构成的生态

系统具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并将在文

化、体育、娱乐营销领域，积极探讨与

复星国际投资的企业的相关战略合

作；复星国际也将积极推动旗下各类

酒店、 餐饮业务与公司的全面对接，

提高公司的渠道渗透力度，采用多种

形式加快提升公司的市场拓展和业

务发展。

在创新业务和国际化业务拓展

方面，复星国际将积极发挥全球资源

布局的优势，协助青岛啤酒加快海外

业务的资源获取及市场渗透，推动公

司更快地走向全球市场。 在此过程

中，双方将发挥战略协同优势，积极

把握全球范围品牌、技术、渠道资源

整合契机， 通过内生增长与外延发

展、整合布局的联合驱动，推动横向

及垂直领域整合，用投资推动产业能

力快速提升。 此外，双方将尝试通过

专业人员互访和联合工作小组等形

式，在产业管理及投资管理方面开展

最佳实践交流。

青岛啤酒称， 此次协议的签署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公司将利用

复星国际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国际化、

战略投资和产业运营及用户端等各方

面资源， 旨在加快推动公司抓住新时

代的战略机遇期， 获得新时代发展的

新动能， 并实现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

发展， 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

大公司。

青岛啤酒同时表示， 此次协议的

签署为本公司及复星国际后续合作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协议虽约定了合作

的内容，但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由

双方另行商议和约定。 公司将根据具

体合作项目的情况， 依法履行相应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17

年

12

月

20

日，复星国际宣

布， 旗下

5

家实体公司分别签署股份

购买协议，拟以每股

27.22

港元，总价

66.17

亿港元， 收购青岛啤酒

17.99%

股份。 今年

3

月

19

日，复星国际公告

称， 收购青岛啤酒

H

股相关交易，所

有交割条件均获达成，收购已完成。

在此次与青岛啤酒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中，复星国际承诺，除青岛

啤酒书面同意以外，在任何情况下，复

星国际或者连同其一致行动人士在青

岛啤酒的持股比例均不得超过届时青

岛啤酒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9.99%

。

另外，根据协议，复星国际有权提

名一名非执行董事人选和一名股东代

表监事人选。 若复星国际持有的青岛

啤酒股份减少到不足届时青岛啤酒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8%

，复星国际应及时

通知青岛啤酒， 并促使复星国际提名

的董事和监事向青岛啤酒董事会或监

事会递交辞职书。 本协议于复星国际

持股比例达致上述情形以及其提名的

相关董事及监事辞职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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