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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利飞

在子公司南岭澳瑞凯连亏4年后，
湘股南岭民爆近日以1元的价格，出售
其所持有的南岭澳瑞凯全部股权。

1元 “甩卖 ”的南岭澳瑞凯 ，是南
岭民爆2008年出资5360万元参股成
立的一家公司， 后又陆续为其增资、
提供贷款共1.176亿元。

无独有偶，加加食品去年底也做
过一桩类似的买卖 ：0元转让控股子
公司云厨电商51%股权。 云厨电商这
部分股权 ， 是加加食品2015年花了
5000万元才拿到手的。

南岭民爆本想借南岭澳瑞凯，引
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起爆器材生
产技术。 但南岭澳瑞凯项目自2014年
底投入营运以来，就一直亏损。

云厨电商是一家为社区居民配
送菜米油盐的电商公司，加加食品本
意是借此平台延伸公司在电商领域
的布局，以增强公司市场优势 ，但云
厨电商这几年未创造一分钱利润。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行业、
市场变化太快或是原因之一；但上市
公司投资收购的初衷“不良”，或者尽
职调研不足导致错误预测标的资产
后续发展情况等，更是主要原因。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A股公司只
要有收购重组消息，股价就会“闻风”
上涨。 不少上市公司投资并购，仅仅
是为了提高公司市值。

投资并购标的完成 “助推股价上
涨”这一任务后，即可“功成身退”，留下
的是“一地鸡毛”：公司前期投入成本
“打了水漂”，投资者的预期落了空。

如今 ，市场环境趋于理性 ，股价
靠价值驱动的趋势愈发明显，上市公
司在投资并购时，应从公司发展战略
出发，不能单纯地 “购买利润 ”，更要
避免忽悠式、跟风式重组 ；没有好的
标的，宁缺毋滥。

在“处理”资产时，哪些资产应当
保留、哪些资产应当甩卖 ，也应根据
企业发展目标来定，而不是用亏损与
否作为是否甩卖的标准。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陈笑）7月10日，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就规范我省住房公积金贷
款机构担保业务举行行政决策听证
会。来自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担
保企业、高校和行业专家、缴存职工、
普通市民的17名代表参加了听证。

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
定，申请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应
当提供担保。 为缓解住房公积金贷款
发放后“追收难”问题，部分市州前期
陆续引入担保公司， 为申请人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并根据贷款金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担保费用。近年来，住建部等
几部委再度发文明确， 住房公积金个

人贷款担保以所购住房抵押为主。
此次听证会，听证代表围绕“是

否还有必要采用其他辅助担保形式”
“担保收费标准和经费列支”“承接业
务担保机构必须具备哪些准入资质
和资金要求”等议题各抒己见。 有的
提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除所购住
房抵押外，有必要采用其他辅助担保
形式；有的认为，规范住房公积金贷
款机构担保后，应建立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后管理和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综合
听证代表们的意见、建议，下一步将
深入开展调研论证，就规范住房公积
金贷款机构担保业务出台文件。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邓晶
琎）我省公务车“大军”中首次有了共
享单车。 今天，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
街道、五里牌城管中队与共享单车企
业哈罗单车签署公务车合作协议，将
在一线执勤中用哈罗单车骑行，以此
倡导长沙市民低碳环保出行，为长沙

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贡献。
据城管人员介绍，共享单车骑行

将为市民起到绿色出行示范作用。经
考察，哈罗单车在耐用性、安全性、科
技含量等方面均可满足日常出行代
步的需求。

哈罗单车去年进驻长沙以来，成

为了仅次于公交车和地铁的第三大
公共交通出行工具。截至6月底，哈罗
单车在长沙的骑行总里程约28万公
里，节省碳排放量1.9万千克。

目前，哈罗单车已与南昌、洛阳
等地职能部门创新政企合作模式，相
继开展了公务车合作。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刘永
涛）央行日前发布消息，按照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安排，将再用
1到2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化解存量风险，消除风险隐患，同
时初步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
管制度体系。 这是在原定于今年6月30
日收官的网贷备案延期后，央行首次明
确互联网金融风险整顿时间表。

当前， 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持续
暴露，P2P网贷出现大波平台“爆雷”现
象。 统计显示，6月全国停业及问题平
台数量达80家，其中问题平台63家（提
现困难60家、跑路3家）、停业17家。

中南大学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
任饶育蕾分析认为，导致近期问题平
台数量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监管

不断趋严、备案延期后平台较高成本
下无法继续运营。不少投资人对网贷
市场信心不足，而平台为了吸引投资
人，营销成本进一步上升。 此外，叠加
资金面紧张，优质资产的匮乏等也是
导致问题平台数量大增的原因。

近期停业的网贷平台“唐小僧”
“钱妈妈”“联璧金融” 等， 信息披露
差，底层资产不清晰，甚至采用发假
标和高息高返的手段来吸引投资人，
在强监管和负面舆论下，最终导致资
金链断裂。

饶育蕾提醒，投资人须谨慎分析
网贷平台的基本要素： 备案合规进
展、信披透明程度、运营情况、风控强
度、舆情口碑等，选择更稳健的投资
产品，主动远离高返利、高息平台。

�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黄
利飞）停牌4个月后，“酱油第一股”
加加食品7月10日晚间发布重组预
案，拟向大连金沐、励振羽等14名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其持有的金枪鱼钓100%股权，标
的资产拟作价47.1亿元。

本次交易前，加加食品董事长杨
振及其家庭成员合计持有公司42.3%

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交易完
成后，杨振及其家庭成员合计持股比
例变更为25.06%，实控人地位保持不
变；金枪鱼钓将成为加加食品的全资
子公司，金枪鱼钓董事长励振羽将持
有加加食品16.7%股权。

数据显示，金枪鱼钓的净利润
规模是加加食品的2倍多。 2017年，
加加食品营收18.91亿元， 净利润

1.59亿元；金枪鱼钓营收、净利润分
别为7.58亿元、3.4亿元。

凭借这一收购，加加食品的盈利
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 金枪鱼钓承诺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净利
润， 分别不低于3.5亿元、4亿元、4.5亿
元，3年业绩承诺总金额达12亿元。

同时， 加加食品将如愿扩充高
端产品种类， 公司业务范畴将从竞
争激烈的调味品领域， 扩展至远洋
捕捞行业； 两者客户资源及销售渠
道相整合，有望释放产业协同效应。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彭雅
惠 )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罔顾他人
性命。 浏阳4名花炮厂作业人员违法
伪造作业操作证， 在从事危险工序
时，被安监执法人员识破。

由于特种作业危险性高，易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且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特种作业人员
必须经专门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从事烟花
爆竹生产、储存中的药物混合、造粒、筛
选、装药、筑药、压药、搬运等危险工序
均属于特种作业。

曾某江、曾某华、王某发、吴某松均
未取得相关作业许可证， 为了能在浏阳
的花炮厂顺利上岗，四人动起歪脑筋，通
过各种方式制作了假证。其中，曾某江将
到期未复审的证件修改了日期， 曾某华
则通过小广告找办假证的人员伪造证
件， 王某发通过修改复印件过塑制成假
证，吴某松的假证来源尚未确定。

7月6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召开
全国视频会，动员部署打击假冒特种作
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我省加紧在全
省范围进行相关安全检查，执法人员识
破了4人伪造证件的违法行为。

省安监局表示，目前已将案件移交
公安部门继续追查， 将从源头上杜绝
“假证”流入花炮生产企业。同时安监部
门将持续展开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
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浏阳4名花炮厂员工
伪造证件上岗
安监部门已将案件

移交公安部门继续追查

“酱油第一股”要“下海”
加加食品拟47亿多元收购金枪鱼钓

倡导低碳环保出行

共享单车首次成为湖南公务用车

投资并购应宁缺毋滥
谈经论市

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如何规范
省住建厅召开听证会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延长1至2年

投资人应选择更稳健投资产品，远离高返利平台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曾经回响在丝绸之路上的戈壁
驼铃，正被万米高空的闪亮银翼替代。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11日发布，今
年前6月，黄花机场的国际及地区旅客
吞吐量达125.2万人次， 同比增长
22.5%，创历史新高。 这其中，有约七成
客流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城市。

省机场管理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来， 黄花机场通过优化服
务、创新营销，精准锁定目标市场，
集中开拓“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航
线，加密搭建连接湖南和世界的“空
中桥梁”，助推湖南在开放崛起中抢
抓“一带一路”新机遇。

增设自助便民服务 ，
旅客出入境更快捷

11日，黄花机场T2航站楼内的
港澳台/国际值机区前，一名旅客正
在一台“高个子”机器前操作。 两分
钟后， 旅客从这台机器的取纸口拿
到了自己的入境单。

“以往出国，需要在飞机上或者
下飞机后， 用笔填写目的国入境单，
写错一处还得重新写，很麻烦。现在，
这里扫一扫二维码就自动填好了，太

方便了。”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准备飞
泰国旅行，按照这台智能终端操作提
示， 用手机对着护照信息页拍照，然
后选择航班、酒店等旅行信息，确认
提交，可获取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
可把自己的入境卡打印出来。

这是全国机场首次推行入境卡
自助打印服务， 于7月9日应用于黄
花机场以来，日均打印500人次的入
境卡。 目前，仅限于前往泰国、新加
坡旅客使用。

“这项出境自助服务对湖南旅
客尤其方便。 ”黄花机场安全质量部
部长周蕴介绍， 泰国是湖南旅客暑
期出境游第一目的地， 旅客对于自
助服务需求较高， 机场今年来优化
了值机服务， 旅客可最大程度享受
“智能自助”出入境。

如， 新增18条智能边检查验通道
和12条自助查验通道， 通关时间由30
秒缩短到10秒；安检引入“人脸识别系
统”，核查时间由30秒缩短至2秒；在2
个登机口新增的自助登机门设备，人
均只需5秒即可扫描登机牌进入廊桥。

既“走出去”也“请进
来”，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近年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来湘投

资，更多外国友人来湘旅游，入境旅
客结构不断丰富。

据省机场管理集团市场部统
计，2017年从欧洲乘飞机入境长沙
的旅客中，英国旅客数最多。

“由于近年来英国与湖南两地
交往加深， 长沙开通直飞伦敦航线
水到渠成。 ”省机场管理集团市场部
部长吴燕介绍，英国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 省机场管理
集团与海南航空合作，于今年3月开
通了首条长沙直飞伦敦的洲际航
线。这是继直飞法兰克福航线后，我
省第二条直飞欧洲航线。

海南航空长沙营业部副经理么
尧透露， 海航在长沙市场的发力重
点就是洲际航线。 海航在长沙已开
通了4条洲际直飞航线，占我省洲际
航线客流的64%。

既“走出去”，也“请进来”。
在加强与国内航空公司合作的

同时， 黄花机场还成功引进了印尼
狮子航空和亚航集团， 优化东南亚
航空市场。

目前， 在黄花机场执飞的外籍
航空公司达22家， 航班客座率达
90%， 各项指标在我国同级别机场
中居于前列。

截至6月底， 黄花机场可通达
“一带一路”12个国家的26个城市，
基本实现东南亚国家的首都和重点
城市全覆盖，构架起全面辐射东亚、
东南亚、南亚三大核心腹地，连接欧
洲、美洲、大洋洲的航线网络。

随着长沙通往“一带一路”国家
的航线不断加密， 我省旅游部门也
以此创新旅游市场营销。

今年来，我省以开展“开放主题
年”活动为契机，在泰国曼谷、俄罗
斯莫斯科、德国柏林、英国伦敦、老
挝万象等地，举办“锦绣潇湘”走进
“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合作交流系列
活动，并邀请“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旅行商和主流媒体来湘考
察踩线，营销旅游精品线路，大力开
拓入境旅游市场，取得了明显成效。

前6月，全省预计接待外国游客
92.86万人次，同比增长35.2%；实现
旅游外汇收入7.98亿美元， 同比增
长34.21%。

省机场管理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下一步将大力发展经长沙中转的
国际联运航线， 全面形成覆盖欧美澳
亚非的国际航线干线网络， 把长沙黄
花机场打造成为“通达全球、 中转高
效、功能完善”的中部国际航空枢纽。

经济视野

黄花机场，架设“一带一路”空中桥梁
� � � �前6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同比
增长22.5%，其中约七成客流来自“一带一路”———

� � � � 7月11日，嘉
禾县珠泉镇大田岭
村， 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向贫困户核查
扶贫政策落实情
况。今年，该县纪委
监委开展脱贫攻坚
第二轮专项巡察，
对已脱贫摘帽和计
划脱贫摘帽的贫困
村进行巡察， 解决
扶贫政策落实、扶
贫项目实施以及扶
贫资金管理使用过
程中的突出问题。

黄春涛 摄

脱贫专项
巡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