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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征集受让方方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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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

格力电器昨日公告

称， 公司国有股权转让项目公开征

集受让方方案获珠海市国资委同

意。此外，本次股份转让意向受让方

应具备的资质条件同时公布。 业内

人士表示， 从此次受让方征集条件

涉及的支付金额来看， 格力电器董

事长董明珠等高管接手的可能性不

大。

公告显示， 格力电器控股股东

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

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格力电器

15%股权， 转让价格不低于 45.67

元/股。 受到年报分红除息的调整，

格力电器股份转让价格较 4 月 9 日

公布的转让底价调低 1.5 元/股，至

44.17 元/股， 据测算，15%的股权价

值将达到 398 亿元。 本次公开征集

转让股份的实施， 将可能导致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对于受让方， 方案披露了相关

条件。记者注意到，受让方必须为单

一法律主体， 或者是同一控制人之

下不超过两个法律主体组成的联合

体， 并需要在持股期限内保持一致

行动人， 此外若为联合体作为意向

受让方， 任一法律主体最低持股

5%。 由此来看，按照每股 44.17 元计

算， 联合体中任一法律主体至少需

要支付约 133 亿元。 此外公告中提

到， 受让方应有能力为上市公司引

入有效的技术、 市场及产业协同等

战略资源， 协助上市公司提升产业

竞争力。

格力电器 5 月 22 日曾召开意

向投资者见面会，其时共有百度、厚

朴投资、 高瓴资本、 博裕资本等 25

家机构参与。 当时业界人士普遍认

为董明珠等格力管理层及经销商最

有可能参与受让部分股份。 不过从

昨日的受让方征集方案来看， 家电

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认为， 以董明珠

为主的格力电器高管接手的可能性

不大， 因为参与受让的任何单一法

律主体，支付金额必须达 133 亿元，

预计董明珠及其一致行动人支付会

有困难。

昨日格力电器收盘涨 1.95%，报

51.36 元。 盘后数据显示，北上资金

抢筹格力电器，净买入 1.07 亿元。此

外征集方案披露后，天风证券、光大

证券、华创证券、华泰证券等多家机

构认为，受让方征集条件的公布，意

味着混改有了实质性进展， 由此纷

纷发出了看好的研报。 如华泰证券

认为格力电器公开征集方案， 意味

着混改进程提速， 且意向受让方条

件明确， 未来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

供助力，因此维持“买入”评级。

信息时报

(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

诗柳

) 隆平高科昨日就核心管理团队业

绩承诺补偿事项发布进展公告。 公告称，

公司已收到核心管理团队支付的业绩承

诺补偿款 2243.07 万元。

据了解 , 为推动公司产业升级和战

略转型，促进公司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隆平高科此前与时任核心管理团队相继

签署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协议。 公告显

示,隆平高科 2014 年到 2018 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 净利润分别为 3.62 亿

元、4.91 亿元、5.01 亿元、7.71 亿元、7.91

亿元。 根据协议测算，核心管理团队需以

现金向公司补偿 1.13 亿元。

公司表示， 自时任核心管理团队与

公司签订业绩承诺后， 恰逢国家调减玉

米水稻种植面积、取消玉米临储政策、下

调水稻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实施， 国内种

子行业景气不足，多数种企业绩承压。 不

过，在核心管理层的努力下，公司在同期

内完成 21.58%的净利润复合增速， 明显

跑赢大势， 并提前两年实现跻身世界种

业企业八强的目标。

中金公司 7 月 24 日发布的研究报

告称，隆平高科当前正处于经营调整期，

短期增长预期降低， 但长期增长逻辑清

晰，其中水稻制种业务护城河加深，玉米

制种业务在整合完成后有望打开增长空

间。 中金公司给予隆平高科“跑赢行业”

评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TCL 集

团昨日披露的中报显示， 公司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261.2 亿元 ， 同比增长

23.9%，实现净利润 26.4 亿元，同比增长

69.9%。 这一数据显示公司已经达成上半

年经营预算目标。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TCL 集团认

为，公司上半年聚焦核心主业，经营业绩

稳健增长， 而产业金融及投资业务和其

他业务在当期业绩持续增长， 对公司整

体利润增长发挥积极贡献。

据了解，目前 TCL 集团主要业务为

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业务、 产业金融及投

资业务和其他业务三大板块。 分板块看，

在 TCL 集团主要业务板块半导体显示

及材料业务中，TCL 华星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162.8 亿元， 为当期营业收入的

62.33%，实现净利润 10.2 亿元，为当期净

利润的 38.64%。 而产业金融和投资业务

则实现收益 3.68 亿元，同比增长 76.0%，

其他业务也在报告期内呈平稳增长。

今年 4 月份，TCL 集团完成重组剥

离了智能终端及相关配套业务，由相关多

元化经营转为聚焦半导体显示产业，并以产

业牵引，发展产业金融和投资业务。 在发展

产业金融和投资业务方面，TCL 集团为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与短期财务收益， 曾于

今年 3 月调整了证券投资理财相关授

权。进入 8 月，TCL 集团不仅借举牌上海

银行来增强金融服务业务布局， 还曾出

资 15 亿来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目前，华泰证券、东北证券等 6 家机

构纷纷看好 TCL 集团重组聚焦主业。 其

中，华西证券与中信建投给予“买入”评

级，华泰证券、东北证券等 4 家机构则给

予“增持”评级。

在主板行情跟跌外围的情

况下，科创板在周二却“ 逆市 ”

反弹，全天

28

只个股涨跌比为

25:3

，有意思的是，

25

涨是上月

第一批同时挂牌的公司 ，

3

跌

是本月才上市的“ 新”公司。 尽

管这是科创板多数个股经过连

续

5

、

6

个交易日的下跌后产生

的反弹， 但是否就此重启一波

行情则还须进一步观察。

上周末两融政策松绑 ，笔

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

“ 利好”， 不仅在于融资融券本

身是把“ 双刃剑 ”，多空是对称

的设置， 还在于实施过程中像

股指期货一样存在着“ 门槛”问

题。当然，过去在实施过程中的

数据表明，主板“ 一券难求”，一

般投资者想融券是难以做到

的，因此，两融松绑作为利好来

理解，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

两融资金可归入增量资金 ，从

而对活跃市场交易大有裨益 ，

二是现时“ 跛脚 ”的运行方式 ，

让做多的融资资金大增而做空

的融券停滞不前， 因而最终增

强的是多方的推动力量。

但这一切在科创板中已在

悄悄地发生变化。据报道，截至

12

日 科 创 板 的 融 券 余 额 为

29.24

亿元， 基本与当天

30.35

亿元的融资余额不分伯仲。 这

与主板市场中见到的融资融券

比例经常高达

98

：

2

左右可以

说完全是两个世界。不仅如此，

随着个股转融券被暂停的消息

出现———

8

月

7

日 ， 中国通号

转融券余额达到可流通市值的

10%

而被暂停了转融券 ， 而开

创此例的则是

7

月

23

日的心

脉医疗， 也是同样的原因被暂

停了转融券———市场原先以为

科创板可能像创业板设立初期

一样会被狂炒的预期， 可谓是

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这一机制的创新， 可以为

主板带来“ 示范效应”。 两融政

策的松绑， 不排除有从这里得

到“ 启示”的部分。 这是市场值

得高兴的事情， 以后主板市场

或许也可以比照进行， 但与此

同时，隐忧依然存在，这就是上

述关于“ 跛脚”问题的延伸，“ 一

券难求” 导致一般投资者融券

难度极大， 而机构投资者却可

利用这一“ 漏洞 ”作文章 ：将股

价做高之后， 利用便利的融券

条件，不仅可以先锁定利润，甚

至可以上下其手， 利用趋势两

头获利，收割小股民。

洞悉这一原理， 对一般投

资者参与科创板风险意识的树

立，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如此，

科创板即使再起一波行情，也

仍应用短线策略应对。 王方

市场观察

两融余额相当

意义非同小可

隆平高科收业绩补偿款2243万元

TCL集团上半年业绩大增

机构观点

天风证券：市场期待已

久的股权转让方案出炉，意

味着公司的混改进展进入

了实质性阶段，维持盈利预

测并维持“ 买入”投资评级。

光大证券：征集方案保

障受让方能够参与格力电器

未来的治理和长期发展，若混

改后续成功落地，将带来长期

经营质量与估值水平的提

升，维持“ 买入”评级。

华创证券：公司股权改

革稳步推进，相关意向受让

方能够助力公司持续发展、提

高产业竞争力、稳定股权和治

理结构，维持“ 强推”评级。

华泰证券：公开征集方

案公布，意味着公司混改进

程提速，且意向受让方有望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 维持

“ 买入”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