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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

传

闻数月入股泰禾的白衣骑士终于出现，

泰禾集团昨日早间公告， 公司实际控

制人黄其森、 控股股东泰禾投资与万

科下属公司海南万益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在满足交

易前提下， 泰禾投资拟向海南万益转

让 19.9%股份， 转让价格为每股 4.9

元， 对应总对价约为 24.3 亿元。 交易

完成后， 万科将成为泰禾集团的第二

大股东。

万科接手泰禾19.9%股份

目前泰禾投资持有泰禾集团12.19

亿股，持股比例为48.97%，其中累计质

押股数为12.07亿股， 累计冻结股数为

12.19亿股。 万科此次如果能顺利入股，

则将会以19.9%的持股比例成为泰禾集

团的二股东。

不过，转让框架协议诸多前提条件

也让业内关注。 根据双方补充协议内

容，泰禾集团需要制定债务重组方案并

与债权人达成一致，债务重组方案能支

持目标公司恢复正常经营，能支持目标

公司可持续经营，并且该债务重组方案

的上述作用能得到双方的一致认可。 而

万科对泰禾投资及泰禾集团完成尽职

调查，且各方已经就尽职调查中所发现

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及拟议交易的方案

达成了一致，不存在影响拟议交易的重

大问题； 泰禾投资及泰禾集团的资产、

债务及业务等不存在影响万科及/或泰

禾持续经营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不利变

化。 另外，万科不对泰禾投资及泰禾集

团的经营及债务等承担任何责任，亦无

任何责任为其提供任何增信措施或财

务资助。

泰禾集团方面也在公告中表示，本

次股份转让最终能否达成取决于相关

先决条件能否满足，存在不确定性。 目

前，这笔交易进入了过渡期。

对于拟入股泰禾集团一事，万科方

面回应称，“这是万科向行业伙伴伸出

积极援手的投资行为，我们希望协助泰

禾走出困境， 逐步恢复其正常经营秩

序。 ”

昨日早盘泰禾集团股价曾触及涨

停， 收盘下跌0.67%； 万科A收盘下跌

0.15%。

有望促成泰禾集团债务重组

泰禾集团是近几年争议颇大的房

企之一，向来以主打高端地产住宅产品

著称，且大多数项目布局在核心一线及

二线城市。 前几年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快

速扩张，并且高价购入多宗地块。 但在

新一轮楼市调控开启后，房企融资环境

收紧，泰禾集团于2018年出现资金链危

机， 并从2019年9月起陆续出现债务违

约。

随后，泰禾集团多次启动资产出售

计划。 2019年，公司完成16笔子公司重

大股权处置，对应交易额为133亿元。 5

月中旬，公司宣布控股股东泰禾投资正

在筹划为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交

易可能会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此外，根据泰禾集团披露的最新的

债务情况，截至7月7日，泰禾集团已到

期尚未还款金额为270.65亿元， 占公司

最 近 一 年 经 审 计 归 母 净 资 产 的

137.38%。 其中，泰禾集团认为的实质性

逾期借款总额为35.17亿元，均发生在今

年4~7月。 此外，2020年年内泰禾集团到

期债务为555.11亿元。

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此次

收购对于泰禾来说，以万科持股作为背

书，企业资信等级有望提升，这对于后

续加快债务问题的处置有较为积极的

作用。 虽然万科不对债务的解决进行兜

底，但客观上有助于债务问题的快速解

决，有望促成泰禾集团债务重组。 同时

后续和万科的合作等力度也会强化。 此

外，对于万科来说，此类合作也说明其

对于优质地产股的持有是看好的，尤其

是泰禾当前的境况下，此类持股成本可

控，不用背负各类债务压力。

泰禾集团2019年财报显示，公司土

地储备面积为1303.98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3270.14万平方米，剩余可开发建筑

面积1011.5万平方米。 这些土储主要集

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和华

中区域。 截至2019年年底，泰禾集团有

80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这其中仅有三

分之一左右已完工。

斥资24.3亿元收购19.9%股份

万科拟入股泰禾集团成二股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日前，ROG 2020新品发

布，其中ROG游戏手机3的正式发布成为整个发布会最大亮

点。 在成功打造了ROG游戏手机2之后，ROG游戏手机3同

样由腾讯游戏深度定制， 为ROG玩家提供专属的沉浸式游

戏体验， 打造电竞装备标杆之作。 据悉双方在升级战略合

作，腾讯游戏从游戏内容上针对ROG游戏手机3的极致性能

进行深度定制，并进行了全腾讯系游戏软件优化，为玩家专

属优化，带来“快人一步”的游戏体验。 腾讯副总裁王波介

绍，将以软硬件融合的方式创新，创造更好的游戏体验。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柳静）

昔日“胶卷大王”

伊士曼柯达公司， 在历经转型失败破产之后，这

几天借着它制药企业的新身份焕发新生。 三个交

易日柯达股价累计上涨1480%。 不过，做胶卷的要

去制药了，这专业对口吗？

柯达转型药厂直接点燃股价

美国时间7月28日，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 与柯达共同宣布， 前者向柯达公司提供

7.65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推出柯达制药业务部，

将生产用于仿制药的“起始原料”和“原料药

（活

性药物成分）

”。

据悉，这是美国政府依据《国防生产法》下发

的首笔此类贷款。 美国有关部门称，美国包括抗

新冠病毒药所需的25%原料药都将在柯达制药部

门生产出来。 当时柯达市值仅为1.15亿美元。

自消息公布后，柯达股价直接被点燃。 三个

交易日柯达累计上涨1480%。 7月29日美股盘中，

柯达股价再度飙升650%以上，创7年来新高。 不过

柯达涨幅快速回落至260%，盘中更是触发了20次

熔断，市值暴增13.6亿美元。

信息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此之前，柯达曾

历经转型失败。 2000年前后， 由于受到数码的冲

击，胶卷的需求以每年10%的速度不断下降。 2003

年，柯达影像部门的利润从2000年的143亿美元暴

跌到42亿美元。

不得已之下，2003年柯达案宣布将发展重心转到

数码产品上。 但自2004年以来，柯达几乎每年都在亏

损。2012年1月4日因股价平均收盘价连续30天跌破1美

元，面临摘牌危机；2012年1月19日，美国柯达公司及其

美国子公司正式提出破产保护申请。

2013年， 柯达才退出破产保护、 重新融资上

市，重拾印刷、胶片等老本行之余，并开始跨界，先

后涉足运动摄像机、 智能手机甚至搞起了金融。

柯达一直在寻求转型，但都无疾而终。

根据财报，柯达2019年收入为12亿美元，同比

减少7800万美元，净利润为1.16亿美元。 2020年第

一季度合并收入为2.67亿美元， 同比减少约2400

万美元，净亏损为1.11亿美元。

做胶卷转型制药，对口吗？

不过，胶卷和制药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柯达

此番转型真的能逆风翻盘吗？

信息时报记者在柯达官网看到，柯达的业务

中包括特种化学品、医疗成像等。 据媒体报道，柯

达还于今年4月向纽约供应异丙醇，用于生产免洗

洗手液来抗击新冠病毒。

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柯达就曾涉足医药行

业。柯达于1988年用51亿美元收购了药企斯特林，

但在1994年柯达就将医药业务以29.25亿美元打

包出售给了史克必成

（后与葛兰素威康合并成为

葛兰素史克）

。

另外，公开信息显示，柯达拥有庞大的工业设

施， 在有机化学制造方面拥有较长时间的经验。

这样看来，柯达转型制药也不算是赶鸭子上架。

此外，柯达昔日的最大竞争对手富士胶片也

已给出先例。 富士胶片从1986年就陆续收购医药

公司。 新冠疫情中名声大噪的“神药”法匹拉韦的

研制公司富山化工制药株式会社早就在2009年被

富士收入麾下。富士2019财年财报显示，期内公司

在医疗保健及高性能材料业务上实现营收93.96

亿美元，占总营收的44.2%。

昔日胶卷大王的转型能否起死回生，还未可

知。

“胶卷大王”柯达要转行变药厂

三天股价暴涨1480%

腾讯游戏深度定制游戏手机发布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广州市君利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M1526营

运证 IC卡，证号 00267476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年群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件， 证号

4405836005147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福乐乐食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T-

PUT17，编号 S1120191063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艾慕商行遗失交通银行广州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810080727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所在工作中遗失两张《广东省暂时扣留、

冻结财物收据》 收据， 编号为 EC03103031-�

EC03103032， 现声明此两张票据无效。

特此声明。

员村派出所

2020年 7月 22日

遗失声明

兹有我司车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东

分公司，不慎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发

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4400202130�，发票号

码：02506263、02506266，已盖发票专用章，现声

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新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市瀚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6797394536L） 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2018 万元减至人民币

201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利。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京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D43RF2E，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

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申报，视为放

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广东省雷州市杨妹三遗失粤 GP0101道路运

输证（待理证），证号：4408000116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成理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1 份，

注册号:440582600192897，声明作废。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的规定，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博雅幼儿园

经我局批准同意变更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博雅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2440904MJL958320J。 变更事项 :�

1、 法定代表人由“谢广平”变更为“杨土龙”；2、

举办者由“谢广平、林燕兰、杨土龙”变更为“陈文

周、林燕兰、杨土龙”。 变更登记时间:�2020 年 7

月 28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20年 7月 28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电白学校经我局批准

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电

白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904MJL9595

18W。法定代表人:甘燕敏。业务范围:九年一贯制

学校教育教学。 住所:电白区

水东镇光明路东侧、向前路北侧。 开办资金:人民

币壹仟万元整。业务主管单位:茂名市电白区教育

局。 登记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20年 7月 31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铭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L3D

E72，编号 S061201905280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中豪五金家具制造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工商注册号：4401112102555，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水灵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Q9R10M），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仟万元减少至伍佰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

公告。广东水灵科贸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31日

撤销公告

彬彬（广州）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C1D1K)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撤销 2020年 6月 22日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的清算组备案及债权人

公告，并解散清算组，该公司继续经营，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