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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康佳布局西安200亿项目

筹划转让烟台康云17%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业绩逐年下滑的深康佳

A

，进

一步深化了企业的战略布局。

西安布局200亿项目

2

月

9

日晚间深康佳

A

公告，公

司近日按照 “科技

+

产业

+

园区”的

战略发展模式及产城融合的发展思

路， 与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

（简称“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签

署了 《康佳先进制造业及相关产业

项目入区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公司拟在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康佳

智能家电总部、康佳丝路科技城、配

套项目和产业基金项目， 上述项目

总投资预计约

200

亿元。

公告显示，康佳智能家电总部项

目一期计划总投资约

15

亿元， 项目

用地约

320

亩，建设内容主要为生产

洗碗机等智能家电产品相关的建筑

及设备。康佳智能家电总部项目二期

拟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一期的基础

上扩大智能家电的投资建设。为加快

产城融合和支持项目建设，康佳智能

家电总部项目拟获取部分配套住宅

用地并争取项目优惠政策。

康佳丝路科技城项目计划总投

资约

25

亿元， 项目用地约

160

亩，

主要建设康佳互联网全国总部、智

能家居总部、 半导体研发生产基地

等，并引入相关产业企业进驻。为加

快产城融合和支持项目建设， 康佳

丝路科技城项目拟获取部分配套住

宅用地并争取项目优惠政策。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与公司

拟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引导基金，该

基金将主要投向以电子芯片、 传感

器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和以智能家

电、智能家居、智慧城市为核心的新

消费类电子科研生产类产业。

深康佳

A

表示，项目入区协议

的签署符合公司 “科技

+

产业

+

园

区”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加强在

西部地区布局以及整合公司相关业

务资源，推动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转让烟台康云17%股权

出资投建项目的同时， 深康佳

A

也筹划出售资产回笼资金。

9

日晚间公司同时公告，为进一

步推进下属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

革，优化公司资产配置，拟将持有的

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

“烟台康云公司”， 公司持股

51%

）

17%

股权在国有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 烟台康

云公司

17%

股权经审计的账面价值

为

50.97

万元， 评估价值为

3405.8

万

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按转让

股权比例收回对烟台康云公司已提

供的股东借款。

目前烟台康云公司主要资产系

其持有的

479

亩环保科技小镇项目

土地使用权。截至目前，烟台康云公

司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正在推进

建设方案设计。 为顺利推进环保科

技小镇项目， 上市公司已按持股比

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了

1.5

亿元

股东借款， 主要用于烟台康云公司

支付

479

亩项目用地的地价款，借

款的年化利率为

8%

。

深康佳

A

表示，挂牌转让烟台

康云公司部分股权可进一步推进下

属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优化公

司资产配置，回收资金，增强资产的

流动性，提高公司整体效益。若顺利

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以烟台康云公

司

2020

年

12

月

15

日账面值和挂

牌价格为基础计算， 预计公司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税后利得约为

2550.02

万元，因丧失对其控制权并

转为权益法核算， 按照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生的税后利得

预计约为

6800.06

万元。 股权转让

后，深康佳

A

持有烟台康云公司剩

余

34%

的股权，剩余股权作为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并按权益法进行后

续计量。

顺丰控股拟收购嘉里物流51.8%股权 另募资不超220亿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2

月

9

日晚间， 顺丰控股收购事

项揭开面纱，此前“绯闻对象”成真，顺

丰控股将以现金方式， 部分要约收购

嘉里物流

(00636.HK)51.8%

的股份。此

外， 顺丰控股同步披露了一份定增计

划，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资不超

220

亿元，用于速

运设备自动化升级项目等

5

个项目及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股票将于

2

月

10

日复牌。

此前

2

月

5

日早间， 顺丰控股临时

停牌。随后午间，顺丰控股披露拟筹划

收购一家公司的部分股权， 预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耐人寻味的

是，顺丰控股的“绯闻对象”嘉里建设

和嘉里物流也于同日在港交所停牌。

二级市场上，嘉里物流

2

月

4

日股价已

提前大涨

25%

。 当日，顺丰控股也在

盘中创出

110.11

元

/

股的历史新高，

市值首次突破

5000

亿元。顺丰控股在

公告中表示， 此次收购应付的总对价

约为

175.6

亿港元。

顺丰控股为国内快递行业的绝对

龙头，此次收购意在布局国际市场，顺

丰控股在公告中表示， 此次收购是为

了进一步提升一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

案能力， 完善货运代理及国际业务的

战略布局。

嘉里物流是港股最大国际物流公

司， 属于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旗下嘉

里集团资产，公司大股东为嘉里建设。

资料显示，嘉里物流以亚洲为基地，是

拥有高度多元化业务及强大亚洲网络

覆盖的国际第三方物流服务供货商，

业务涵盖一系列供应链解决方案，包

括综合物流、国际货运（海陆空、铁路

及多式联运）、工业项目物流、跨境电

子商贸， 以及最后一里派送和基建投

资等。

除了公告上述收购进展， 顺丰

控股

9

日晚间还披露拟定增募资不

超过

220

亿元。 其中，拟

60

亿元用于

速运设备自动化升级项目，

50

亿元用

于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转运中心

工程项目，

30

亿元用于数智化供应链

系统解决方案建设项目，

20

亿元用于

陆路运力提升项目，

20

亿元用于航材

购置维修项目，

4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公告称，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将有

助于顺丰控股进一步贯彻以客户为中

心、加深供应链服务能力、提供综合物流

解决方案的发展战略，通过自动化、智慧

化升级实现科技赋能物流服务， 夯实公

司在领先的服务时效、 服务质量方面的

核心优势， 全面提升公司一站式综合解

决方案能力。

从上述募资投向来看， 顺丰控股

十分看重航空货运业务， 对航空运输

核心资源进行了重点布局。 例如，此次

航材购置维修项目、 鄂州民用机场转

运中心工程项目的实施落地，一方面，

将助力公司进一步夯实时效件业务；另

一方面，也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稳妥有

序推进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建设的号

召、布局国内首个货运为主的航空转运

枢纽的重要战略举措，进一步构建公司

“天网

+

地网

+

信息网”三网合一的智慧

物流网络。

顺丰控股表示， 通过该等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 将改善公司航空运力

网络结构， 从点对点的航线模式向基于

枢纽航空基地为中心的轴辐式网络转型

升级， 一方面通过在航空基地枢纽转运

中心集货，提升飞机载运率，并使用宽体

机执飞，从而有效降低吨公里成本，提高

货运效益；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提升

航权和时刻的自主决定能力， 提供更多

的路由设计和成本节约方案， 扩大航空

运力网络覆盖范围， 也为未来国际化网

络布局和公司业务长远持续发展提供了

有效支撑。

特变电工拟扩产多晶硅料项目

下半年行业或再现供不应求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面对光伏硅料供应偏紧的状

况，下游企业正疯狂抢单，而硅料供

应商也正考虑通过扩产来争取更大

市场份额 。

2

月

9

日， 特变电工

(600089)

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新特

能源拟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投资建设多晶硅及配套产业、 新能

源电站项目等。

据测算，

2021

年国内前五大硅

料供应商

57%-60%

的硅料产能已

被长单锁定。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

硅料市场在今年上半年仍将呈现阶

段性供应过剩，但到了下半年，市场

会再次呈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价格

可能出现快速上涨。

新特能源扩产

2

月

8

日， 新特能源与包头市政

府、土默特右旗政府签署了《投资框

架协议书》。

根据协议，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年产

20

万吨高纯多晶硅及配套

20

万

吨工业硅和新能源电站开发项目。

一期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纯多晶

硅项目及投资

5GW

的新能源电站，

二期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纯多晶

硅、

20

万吨工业硅项目及投资

5GW

的新能源电站。

特变电工表示， 本次签约旨在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 发挥公司

产业链优势， 扩大公司多晶硅生产

规模及风光资源开发规模， 提升新

能源产业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 光伏行业集群

式发展特征明显， 通威股份在包头

也设有硅料厂，下游硅片厂商方面，

包括上机数控、 美科硅能源等硅片

制造商均在包头设厂； 背后的原因

与当地较低的电价水平也有关系。

硅料供应偏紧

记者注意到， 就在特变电工披

露上述扩产计划的同时， 隆基股份

宣布， 公司及

9

家子公司与

OCIM

签

订了三年期多晶硅料采购合同，预

估合同金额

63.6

亿元。

此前， 隆基股份已经与通威股

份、 新特能源等硅料厂商签订了长

单合同； 横向来看， 其他硅片制造

商，例如中环股份、上机数控等也签

署了类似的硅料长单。

国信证券在

2

月

3

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中指出， 硅料环节进入紧平衡

期，下游客户锁单效应显著，截至目

前，国产五大硅料巨头已签出

93.76

万吨硅料， 折合到

2021

年约

24

万

~

25.3

万吨。 以

2020

年五家头部企业

41.8

吨硅料产能测算， 今年

57%-

60%

的硅料产能已被长单锁定。

硅料紧缺的苗头出现在去年

7

、

8

月间，原本还处于下跌通道的硅料

价格迅速攀升，从

6

万元

/

吨的低点冲

高至

9

万元

/

吨以上，涨幅超过

50%

。

记者从业内获得的数据显示，

2021

年国内硅料新增规模预计约

为

8.78

万吨。 硅料供应商的扩产计

划一直存在， 但由于硅料属于化工

产品，扩产周期相对较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

会副秘书长马海天向记者表示，假设

2021

年国内新增

60GW

光伏装机，

全球新增

160GW

，那么，硅料市场在

上半年将呈现阶段性供应过剩，需求

有望在

2

季度达到低点；不过，下半

年市场会再次呈现供不应求， 价格

可能出现快速上涨。

王府井合并首商股份遭问询 上交所关注整合效果

证券时报记者 张骞爻

因换股吸收合并事件， 首旅集团

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双双收到上交所下

发的问询函。

2

月

9

日晚间， 王府井发布公告

称， 公司收到上交所针对王府井换股

吸收合并交易预案的问询函。

公告显示， 上交所要求王府井说

明换股吸收合并首商股份是否利于提

高公司质量等问题。同时，首商集团也

受到问询， 上交所要求首商集团结合

吸并双方的商业模式、 门店的物业权

属等信息， 列举报告期内不同经营模

式下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及占比，说

明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

回溯事件，

1

月

29

日晚， 王府井

公告称，拟以发行

A

股方式换股吸收

合并首商股份，打造具有国际水准、国

内一流的现代商业零售企业集团。 本

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首商股份将

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王府井主营业务为商品零售和商

业物业出租业务， 覆盖百货、 购物中

心、奥特莱斯及超市等主力业态，同时

拥有线上零售渠道。 首商股份主营业

务为商业零售，覆盖百货商场、购物中

心、折扣店（奥特莱斯）和专业店四大

主力业态。

业内专家认为王府井和首商股份

的合并配套融资后，王府井拿下了北京

市场优质商业网点资源，而首商集团拥

有知名商业品牌， 加之手握免税牌照，

王府井有望成为百货零售“一哥”。

根据此前的预案，王府井拟以发行股

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首商股份。 对此，

上交所要求王府井补充披露结合吸并双

方的商业模式、 门店的物业权属等信息，

列举报告期内不同经营模式 （自营

/

联营

/

租赁等）下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及占比，

说明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结合实体零售

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两家公司的市

场定位、门店分布、商业品牌、供应商渠道

和会员数量等核心资源，对比分析换股吸

收合并前后情况，进一步说明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

及未来的整合协同措施。

对于换股价格， 上交所则要求王府

井补充披露结合市场可比交易案例，说

明首商股份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交易均价确定换股价基础的合理性，

以及

20%

溢价的主要考虑； 说明首商股

份现金选择权价格低于换股价格的原因

及合理性； 相关定价安排是否充分保护

中小股东权益。

天眼查资料显示， 王府井和首商股

份的控股股东均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实控人均为北京市国资委。

二者均为百货零售商， 在主营业务方面

一直被外界认为存在同业竞争。

预案披露， 本次吸收合并旨在解决

王府井和首商股份双方的同业竞争问

题。 根据前期首旅集团出具的解决同业

竞争承诺函，除首商股份外，首旅集团还

存在青岛中山巴黎春天百货有限公司等

同业资产。 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上

述资产涉及的同业竞争解决进展以及后

续解决措施。

叶玲珍/摄 周靖宇/制图

皖通科技股东会上演宫斗剧 南方银谷重回董事会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经过多个回合明暗交织的较量，

皖通科技（

002331

）“宫斗”终于迎来

对决时刻。

2

月

9

日下午， 证券时报·

e

公司

记者在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现场，见证

南方银谷、世纪金源系两派股东罢免

对方阵营董事表决全程。 结果显示，

世纪金源系败北：李臻、王辉、廖凯、

甄峰被罢免， 南方银谷方周发展、周

成栋、王夕众、刘漪顺利当选为新任

董事；而王晟因为个别股东错误投票

未获得董事会入场券。

南方银谷此番获胜历经诸多波

折，而下一步计划也“箭在弦上”。 “预

计春节后我们就会召开董事会改选

董事长。 ”南方银谷 “盟友”易增辉告

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与前次股东大会

“对方同意，我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不

同，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回购限制

性股票、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

程等多项议案的表决上，双方似乎达

成了一致意见，悬而未决的年报审计

机构最终敲定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席位争夺告一段落，但股权

斗争是否就此风平浪静，依然是个问

号。 “目前双方力量差距并不太大，我

不认为失败的一方会就此偃旗息鼓，

只要有翻盘的可能，股权斗争大概率

还会卷土重来。 ”一位长期关注皖通

科技股权之争的人士告诉记者。

南方银谷方获胜

“说实话，这次股东大会的结果

事先真的很难预测。 ”一位中小投资

者告诉记者，“双方筹码明暗互现，貌

似比之前的情况复杂很多。 而从结果

看，双方实力差距算不上太大。 ”

本次股东大会被外界视作两派

股东的“决斗场”，吸引了众多围观及

参与者。 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多达

460

人，代表股份

3.45

亿股，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3.64%

， 其中参与现

场投票的股东人数有

6

人。

记者看到，南方银谷、安华企管

的委托代表、“神秘黑马”王晟均出现

在了现场。安华企管为南方银谷曾经

的一致行动人，目前已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王晟拥有

8.49%

表决权，在南

方银谷本次提名的董事之列；易增辉

兼具南方银谷同盟及董事双重身份，

也到场“督战”；而世纪金源方股东西

藏景源则依然保持神秘，选择了网络

投票。

会议审议的议案多达

17

项，提案

人涵盖董事会及两派股东， 多项议案

互为前提，还设有互斥议案，可谓眼花

缭乱， 投票结果直至下午

5

点多方才

统计完成。

在诸多议案中， 罢免及重新选举

董事的议案无疑是“重头戏”。

投票结果显示， 南方银谷方面最

终获胜： 在关键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

多在

1.75

亿股左右，约占出席股东大

会表决权的

51%

， 刚刚超越半数，与

世纪金源方相差约

2000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

左右。

最终， 被外界视为世纪金源系董事

的李臻、王辉、廖凯、甄峰被悉数罢免，陈

翔炜落选；南方银谷提名的周发展、周成

栋、王夕众、刘漪顺利进入董事会。

值得一提的是， 王晟因为个别股东

错误投票未获得董事会入场券。“本次提

案中，选举陈翔炜、王晟为互斥议案，个

别股东在投票过程中， 对两人都投了赞

成票，导致该部分选票无效。 ”公司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在南方银谷胜出的背景下， 对于下一

步计划， 易增辉表示将尽快召开董事会改

选董事长等事项，预计安排在节后。

股权斗争难言结束

董事席位争夺暂告段落， 股权之争

是否能够就此停歇？

从股东大会投票结果来看， 目前世

纪金源、南方银谷双方仍处于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的状态。

“这次股东大会前股价波动巨大，双

方都铆足了劲抢筹。 而这次股东大会投

票结果显示双方力量差距并不太大，我

不认为失败的一方会就此偃旗息鼓，只

要有翻盘的可能， 大概率股权斗争还会

卷土重来。 ”前述关注皖通科技股权之争

人士表示，“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 任何

一方都无法说服对方退出。 ”

根据相关规定，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非公开发行、股权激励等事项，均需要出

席股东大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审议

通过。 “如果两方股东一直僵持不下，公

司很多大事筹划都将受阻。 ”上述人士告

诉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 西藏景源目前持股

比例为

17.18%

；南方银谷与易增辉合计

持股比例为

17.21%

，但双方所获支持票

数均明显高于自身持股比例。

“一般来说，股权之争会吸引资金进

入， 不排除股权斗争双方都寻找了外

援。”一位市值管理人士向证券时报·

e

公

司记者表示，“如果有外部资金进入，就

有退出需求， 这或许可以解释股权登记

日后的连续跌停， 同时也增加了后续股

权格局的不确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