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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回应“全球最高海缆交联立塔” 事故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3

月

21

日下午，位于江苏省扬州市

的中航宝胜海洋工程电缆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宝胜海缆”）一处在建工地发生

事故，导致多名工人死亡。中航宝胜的股

东分别为宝胜股份（

600973

）、长飞光纤

（

601869

）两家上市公司，而该工程的承

建单位为中建二局 ， 系中国建筑

（

601668

）的全资子公司。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3

月

23

日独

家披露该事件后， 当地政府于当晚通报

此事称，事故共造成

6

人死亡，剩余

5

人

伤情稳定。

3

月

24

日晚间，涉事三家上市

公司分别发布公告，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并就此事致歉。 中国建筑同时表示目前

事故正在调查之中，尚未认定责任主体。

而据中建二局通报，经初步分析，造成事

故的原因是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操作人员

严重违章作业，具体原因待进步调查。

突发事故

宝胜海缆位于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施桥南路，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

汇处。而事发的建筑，则被宣传为“全球最

高海缆交联立塔”。去年

8

月中旬，当地官

方媒体扬州日报曾以《扬州建全球最高海

缆交联立塔》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当时的报道显示：该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 是扬州全市在建最大规模制造业

项目， 项目达产预计实现年产值

60

亿

元。 宝胜海缆总经理冯华强当时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世界上最高的生产

海底线缆的交联立塔。”建成后的交联立

塔共

28

层，其中地上

26

层、高

188

米，

将比目前的“世界纪录”提升

12

米。

3

月

23

日上午

9

点

15

分，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赶到涉事的宝胜海缆时， 现场

拉着警戒线， 一辆警车停在公司门口，警

戒线外则有十余名保安散落在公司围墙

外巡逻。 门口同时有十余位戴有“开发区

质安站”等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准备进厂。

事发具体地点位于“全球最高海缆交

联立塔”的东侧外立面。 记者在附近的京

杭运河大桥上观察发现： 距地面约

30

米

左右的位置，紧贴外墙的一大片脚手架已

经损毁， 部分脚手架则已经落到地面上，

当时现场有政府人员正在现场调查。

三公司回应

此次事故涉事单位宝胜海缆的股东

分别为宝胜股份、 长飞光纤两家上市公

司， 而该工程的承建单位为中国建筑旗

下中建二局。

宝胜海缆控股股东为宝胜股份。 宝

胜股份在去年

1

月

4

日公告， 宝胜股份

与长飞光纤签订合资协议， 宝胜股份持

股

70%

，长飞光纤则受让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所持

30%

股权。

长飞光纤

2018

年

7

月在上交所

上市， 成为中国光纤光缆行业唯一一

家也是湖北省首家

A+H

两地挂牌上

市的企业。

2018

年该公司收入约

113.6

亿元，同比增长约

9.59%

；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4.89

亿元，同比增长约

17.41%

。

当天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 证券

时报·

e

公司记者与宝胜股份有关人

士取得联系，对方称此事尚在调查中，

具体情况以官方通报为准。 记者随后

与承建商中建二局取得联系， 对方表

示双休日领导都不上班， 无法对此事

进行回应。

3

月

24

日晚间，中国建筑在公告

中披露， 中建二局与项目业主签订的

工程施工合同额约为

1.48

亿元。 事故

发生后，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

一时间向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和公司进

行了报告；公司高度重视，及时向国务

院国资委、国务院应急管理部、住房与

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

公司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和涉

险人员救治工作。

根据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的通报， 本次事故因工地主塔外墙脚

手架发生坠落所致。 中国建筑表示，

“经项目部核实，外墙脚手架由具备专

业承包资质的深圳前海特辰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尚待进一

步调查确认。 ”

对于事故的责任认定， 中国建筑在

公告中称，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本次事故属于

较大安全事故， 应由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并判定事故

责任。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之中，尚未认定

责任主体。

宝胜股份在公告中表示， 事故发生

后， 宝胜海缆第一时间成立项目应急小

组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积极配合总承

包单位中建二局和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应

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 对涉险人员抢

救医治及后续善后工作安排，截至目前，

事故正在调查过程中， 公司作为海缆公

司控股股东， 将全力配合做好责任认定

和善后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

信披义务。

长飞光纤则在公告表示， 公司持有

宝胜海缆

30%

股份， 系公司的联营企

业。公司对其认缴出资额为

3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33%

，此

次事故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而宝胜股份和中国建筑也表示，事故

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三

家上市公司均表示将积极关注事态进

展， 协助各方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事故工地目前停工

3

月

23

日下午，证券时报·

e

公司刊发

《突发！“全球最高海缆交联立塔”发生事故

多人遇难，涉多家上市公司》的报道，引发

各方高度关注。

3

月

23

日晚间，扬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中航宝胜海底电缆项

目工地脚手架坠落事故情况通报》， 称事

故共造成

6

人死亡，剩余

5

人伤情稳定。

通报中指出，

3

月

21

日

13

时

46

分

左右，中航宝胜海底电缆项目主塔外墙喷

涂粉刷作业脚手架发生坠落。 事故发生

后， 扬州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应急管理、住建、消防、卫健等相关部

门展开救援工作，全力抢救受伤人员。

经初步核实，事故有

11

人涉险。 截

至

21

日当晚，涉险人员中有

3

人经抢救

无效死亡。 截至

3

月

22

日上午，涉险人

员中又有

3

人经抢救无效先后死亡。 目

前，其他

5

名涉险人员伤情稳定。

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通报中表

示，

3

月

22

日至

23

日，经对事故现场反

复排查核实， 未发现其他涉险人员。 目

前，在部、省有关专家指导下，事故调查

和有关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3

月

24

日下午，证券时报·

e

公司记

者再次来到涉事工厂时， 门口的保安人

员较此前已经少了很多， 有自称施工方

人士表示，目前工地处于停工状态。

国资入主 两公司收关注函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上周 （

3

月

18

日

～3

月

22

日），沪深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问

询函件

34

封。 其中较有看点的

有，广东省国资委、广州市政府分

别成为了金字火腿、 金明精机的

实际控制人， 两家上市公司均收

到了交易所的关注函。

3

月

18

日， 金字火腿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和金华市

巴玛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下称

“巴玛投资”

)

拟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将其合计持有的

23.88%

股份

转让给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下称“恒健控股”）。同时，施延

军拟将其持有的

6.11%

股份的表

决权委托给恒健控股。 此次交易

完成后， 恒健控股将成为金字火

腿第一大股东， 广东省国资委将

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随后，深交所发出关注函，要

求金字火腿详细说明施延军和巴

玛投资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背

景、具体原因、决策过程、时点、合

理性和合规性、下一步工作安排，

以及该事项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控

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并提示相关

风险； 说明施延军和巴玛投资是

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违规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等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说明此次股份

转让是否存在违反承诺以及受限

的情形； 施延军所持剩余股份是

否有后续的转让安排， 是否存在

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

深交所还要求金字火腿说明

上述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包

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委托涉及股份

是否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况、 委托

是否可撤销、是否存在对价，委托

生效后委托方与受托方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 委托方与受托方

是否需按照规定发出全面要约或

者部分要约。

深交所还注意到， 根据上述

《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框架协

议》中约定，此次股份转让后，施

延军同意负责收回中钰资本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义务人

应支付给上市公司的剩余股权回

购款。 深交所据此要求金字火腿

说明截至目前上述股权回购款支

付的进展， 以及对收回后续股权

回购款是否存在具体安排。

金明精机的情况类似， 也采

用了 “部分转让

+

委托表决权” 的方

式，实现了控制权的变更。

3

月

20

日，

金明精机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马镇鑫将所持

5%

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委托给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万宝长睿”）。 此次交易

后，万宝长睿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万

宝集团有限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5%

， 马镇鑫及

其一致行动人拥有表决权的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3.68%

， 万宝长睿将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

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万宝长睿此前持股亦来自于马

镇鑫方面。去年

9

月底，马镇鑫及其

一致行动人余素琴、 马佳圳和王在

成与万宝长睿签定股份转让协议，

上述股东拟以协议转让方法合计转

让公司股份

5770.23

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3.77%

） 给万宝长睿，转

让价款总计

3.85

亿元。 今年

1

月

3

日， 金明精机再度宣布实控人马镇

鑫及其一致行动人等合计转让占公

司总股本

8.57%

给万宝集团。

深交所对金明精机易主事项表

示关注， 要求金明精机核实并说明

马镇鑫、 万宝长睿筹划此次表决权

委托事项的背景、过程、目的及对公

司的影响， 万宝长睿未来是否有进

一步收购公司股权的计划， 并充分

提示相关风险。根据双方约定，马镇

鑫承诺在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

上对万宝长睿提名的董监高候选人

投赞成票。 深交所要求金明精机结

合这一情况， 详细论述马镇鑫与万

宝长睿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万宝

长睿是否应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深交所还要求金明精机结合马

镇鑫的任职、所持股份的性质、承诺

履行、股票质押冻结等情况，说明此

次交易是否违反相关股份限售及承

诺的情形；结合持股比例、董事会席

位等详细说明认定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说明此次

交易未设定交易对价的原因及其合

理性， 万宝长睿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万宝长睿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

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

程等进行调整的计划，对公司经营、

投资计划等可能产生的影响， 并充

分提示相关风险。

新天然气：全产业链化运营值得更多期待

新天然气2018年并购亚美能源后，

成为A股中为数不多的 “上有资源、中

有管网、下有客户” 的全产业链化经营

格局燃气公司。继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及归母净利润双增长之后，2019

年，公司计划实现供气总量6.98亿立方

米，新发展用户1.74万户；开采煤层气

8.81亿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25亿元，净

利润5.2亿元。

占领煤层气资源高地

开拓新增长点

目前， 新天然气持有亚美能源

（2686.HK）49.93%股份， 并派驻5名董

事，顺利实现了对公司的控制。 公司于

2018年8月31日新增合并亚美能源，

2018年9月至12月确认煤层气销售收入

4.61亿元，占收入总额的28.24%；贡献毛

利3.31亿元，毛利率为71.83%。这也推动

了公司整体毛利率达到43.05%，较2017

年增加10.6个百分点，公司的盈利能力

得到了显著提升。

资料显示，亚美能源目前主要开发

经营山西晋城沁水盆地南部的潘庄和

马必两个区块的煤层气项目。根据亚美

能源年报，潘庄项目2018年煤层气总产

量为 8.02亿立方米 ， 较 2017年增长

23.44%；煤层气总销量6.94亿立方米，较

2017年增长23.9%；平均销售价格为1.67

元/每立方米，同比增长27.48%。 马必项

目尚处于先导期，2018年总产量为0.97

亿立方米，较2017年增长67%；煤层气总

销量 0.87亿立方米 ， 较 2017年增长

62.79%；平均销售价格为1.39元/每立方

米，同比增长21.93%。

2018年10月，马必区块项目总体开

发方案（ODP）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

自此具备商业开发条件。根据批复，项目

产能建设规模为10亿立方米/每年，是潘

庄项目2倍；项目总投资46.4亿元，建设

期4年。 目前，马必项目地面工程的初步

设计已经通过合作方中石油审批， 并按

照ODP批复内容开始进行开发准备。

亚美能源除了受益于量价齐升，气

源储备也十分丰富，使得公司在国内天

然气产销不均衡的局面下，竞争能力得

以持续凸显。截至2018�年底，潘庄区块

的证实储量 （1P） 和证实+概算储量

（2P） 分别为45.93亿立方米和59.32亿

立米；较2017年底增加46%和10%；马必

区块的证实储量（1P）和证实+概算储

量（2P）分别为12.23亿立方米和186.01

亿立方米，较2017年增加4%和5%。

值得注意的是，亚美能源技术水平

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钻井效率高。

以潘庄项目为例，公司SLH井平均钻井

时间仅为16.53天，钻井效率较2017年提

升2.19%。 公司是中国首家成功采用多

分支水平井钻探技术的煤层气商业开

发商和首批在中国采用多层压裂缓冲

丛式井技术的煤层气开发商。公司能够

合理稳妥地优化钻井设计方案，部署完

善的排水方法及程序以及高效的气井

维护技术，并严格实施HSE（健康、安全

和环境）管控标准。

城市燃气业务稳步提升

公司目前从事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和高新区（新市区）、阜康市等八个市

（区、县）天然气市场的长期经营权。年

报显示，公司2018年天然气销售及相关

业务实现营收11.71亿元， 较上年增长

15.23%，毛利率31.72%。

具体而言， 天然气销售6.5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17.81%；营收9.63亿元，较

上年增长19.59%，毛利率26.54%；天然

气入户安装完成31085户，劳务营收2.08

亿元，较上年降低0.5%，毛利率55.65%。

公司城市燃气业务保持较高的盈

利水平，得益于公司覆盖广泛的规模优

势，较完善的生产输配能力及高水平经

营管理。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城

市燃气业务的运营管道 （包括长输管

线和城市主干网管线） 长度达1029公

里，调配站22座、加气站21座；区域市场

规模优势地位得到持续巩固。

在供应保障方面，公司上游气源合

作伙伴多，保障程度相对较高，而且可

以通过比较综合采购成本来调整各家

上游供气单位购气量， 以节约经营成

本。公司自建长输高压管道6条，累计长

度98.78公里，生产输配能力满足了上述

区域目前及未来用户发展需要。

城市管道燃气属于公用事业行业，

燃气价格受到一定管制，运营企业需要

推动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 2015年至

2017年， 公司期间费用率维持在5.7%、

6.4%、5.3%， 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

水平。 目前，公司对所有子公司有针对

性地实施集中管理模式，极大提高了公

司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投资发展、项目

建设、生产经营、安全运行、财务核算和

员工管理都制定了详尽的可操作的标

准化管理制度，其决策流程和决策依据

明确清晰，管理效能和执行效力均达到

了较高水平。

费用总体可控

值得注意是，公司由于并购亚美能

源，新增加的一次性费用对2018年净利

率表现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总体风险可

控。 公司以1.75港元/股的收购亚美能

源， 由于收购价格低于净资产价值，对

应确认营业外收入2.1亿元。 折价收购

带来的营业外收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一次性费用集中确认带来的不利影响。

年报显示，2018年的销售费用为

0.43亿元，较2017年增长154.1%，主要是

新增合并亚美能源增加煤层气管道运

输费用及人员工资增加所致。

2018年管理费用2.63亿元， 较2017

年增长514.77%， 管理费用的增加主要

因公司并购亚美发生的中介服务费及

补偿解除部分劳动合同的人员所致。 值

得注意的是，并购费用系一次性开支，不

会重复发生。 此外，在公司并购之前，亚

美能源高管薪酬处于港股燃气公司中较

高水平；公司并购后，已经向亚美能源派

驻新董事和管理团队， 未来有望通过降

本增效，控制管理费用水平。

2018年财务费用1亿元， 主要为收

购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融资发生的

利息支出所致。公司带息债务主要为并

购贷款15亿元， 最终到期日为2024年4

月。2018年末，公司货币资金20.77亿元，

1年内（含1年）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

3.63亿元，风险总体可控。考虑到收购完

成后，亚美能源全年业绩并表、现金流

充沛能够确保还款计划，因而认为未来

期间费用率将有望回落至正常水平。

国内天然气供应偏紧

全产业链大有可为

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及全

国煤改气的稳步推进，分析指出，市场

预计未来2~3年天然气仍将处于供需紧

平衡状态。公司将充分受益于煤层气量

价齐升。

在需求端，中石油集团旗下的研究

机构预计，2018年， 全国天然气消费量

2766亿立方米，增幅16.6%，实现超预期

增长；预计2019年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

308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1.4%。 推动天

然气进口量达到1254亿立方米， 增速

31.7%。 在供给方面，近年来常规天然气

增长一直不及预期，进口管道气和进口

LNG分别受限于中俄管线的进度和

LNG接收站投产进度。

煤层气作为国内稀缺资源，有望充

分受益天然气需求攀升，保持高景气运

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至2月，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各省区煤层气累计

产量13.4亿立方米， 较2017年同期增加

1.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1.9%；其中山西

省累计产量9.5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8.7%。 考虑到亚美能源马必项目作为国

家“十三五” 规划中在建煤层气重点项

目和山西省2018年煤层气重点建设项

目，预计公司将直接受益。

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也将为

公司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2018� 年 5�

月，发改委将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基

准门站价格水准相衔接，居民门站价的

上调效果有望直接传导至上游气源端企

业，亚美能源有望直接受益。2019年2月，

国家发改委将石油天然气（含煤层气）

ODP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煤层气开采

将迈入快速发展期。亚美能源表示，公司

管理团队已经筛选了若干国内外油气资

产项目，并对目标公司进行初步接洽，已

经为未来业务拓展做好准备。

公司表示，2019年， 公司按照立足

新疆、面向全国、走国际化发展道路的

发展战略规划和能源全产业链化、高科

技化、国际化、金融化的发展理念，打造

“上游有气源、 中游有管道、 下游有市

场” 的天然气全产业链模式，不断拓展

和发展新兴领域。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