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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多地
迎来人流高峰
武警湖南省总队官兵坚守执勤

一线守护平安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杨韬
邓颖）国庆“黄金周”开启以来，省内多地迎来人流高峰。
武警湖南省总队重点加强对省内各人流密集区域安保
力度，确保群众安全。

国庆节当晚，《秋之颂———我和我的祖国》大型音乐
焰火晚会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数十万市民和游客齐聚
湘江两岸。为确保晚会现场绝对安全，该总队主要领导
在作战勤务中心全程值守指导，前进指挥组密切关注市
民群众安全与现场秩序，采取疏导拦截、波次放行等措
施，协同公安民警维护现场秩序，防止发生踩踏事故。

在长沙火车站，随着国庆长假到来，一波波客流不
断涌进涌出。为确保车站秩序，担负执勤任务的该总队
机动支队三大队加强对进出站、售票、候车、上下车等重
点环节的组织疏导， 使旅客能够有序快速通过卡口。同
时，专门成立了便民服务小组，为旅客提供问路咨询、提
运行李、医疗送药等服务。

在湘潭韶山景区，前来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的游人
排起了长队。该总队湘潭支队执勤一中队除了对故居内
定点执勤岗位加强部署外，还在景区设置了数个流动巡
逻组，依法文明执勤，帮助搀扶老人、护送小孩，维护景
区周边秩序，全力维护游客旅行安全。

据该总队作战勤务处处长游勇峰介绍，10月1日以
来，该总队出动了近万名官兵担负省内各城市繁华路段
及景点的联勤武装巡逻任务和固定目标执勤任务。此
外， 总队各级各类战备值班力量保持全员全装全时在
位，确保遇到情况能够拉得出、顶得上。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近日，经证监会核准批复，华菱钢铁收
购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和华菱衡钢（简称“三
钢”）少数股权相关事宜，尘埃落定。

随着收购阳春新钢51%股权协议的签
订，阳春新钢将顺利注入上市公司。华菱集
团钢铁资产整体上市计划，基本实现。

在经历了深陷巨亏、成功扭亏、高额
盈利后，钢铁行业当下又进入了增速放缓
的新一轮周期。“装入” 系列优质资产后，
华菱钢铁能否在承担风险、抵挡行业下行
压力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现？

为何要整体上市
在高速增长两年多后，钢铁行业的下

行趋势已有所显现。
但华菱集团盈利能力得以延续，今年

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22.94亿元， 逆势同
比增长近17%；上半年利润总额增至46亿
元。

东兴证券研究员郑闵钢评价华菱集
团旗下上市公司华菱钢铁：“盈利韧性优
于同行，钢铁资产整体上市值得期待。”

华菱钢铁1999年登陆资本市场，上
市20年来， 控股股东华菱集团一直在等
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将旗下钢铁资产全部
注入上市公司。

2017年至2018年， 钢铁行业持续回
暖、 企业内部改革向纵深推进，“三钢”以

及阳春新钢，一改此前颓势，成为华菱集
团利润主要来源的优质资产。

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好
机遇，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果断决策，
推动华菱集团钢铁资产整体上市。2017
年8月30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华菱集团
调研时，对湖南钢铁资产整体上市作出部
署。

2018年12月， 华菱钢铁推出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宣布收购“三钢”少数股权、
华菱节能100%股权以及阳春新钢控制
权。

这是华菱集团履行解决“三钢”与阳
春新钢同业竞争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为了

“加码”实业、做强做优钢铁主业。
钢铁行业市场观察人士认为，经历生

死变局，行业向好、企业向上之时，华菱集
团居安思危，思考如何进一步增强在钢铁
行业的话语权，并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与
资源，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并开展权益
性融资，提升资本实力，使企业能从容应
对行业下行风险，整体上市计划的提出与
施行，顺其自然。

如何整体上市
华菱钢铁分别持有华菱湘钢、 华菱涟

钢、 华菱衡钢94.71%、62.75%、68.36%的股
权；“三钢”其他部分股权，由控股股东华菱
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持有。 阳春新钢则是
华菱集团旗下湘钢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为完成钢铁资产整体上市目标，华菱
集团下了一盘大棋。

2018年12月，华菱钢铁推出“市场化

债转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两步
走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第一步， 华菱钢铁引入6家市场化债
转股实施机构，对“三钢”增资32.8亿元；
增资完成后，6家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
持有“三钢”相应股份。

第二步， 华菱钢铁定向发行股份，收
购上述6家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和华菱
集团持有的“三钢”少数股权，同时以现金
收购华菱节能100%股权、 阳春新钢51%
股权。

整体交易这样安排，华菱钢铁董秘罗
桂情称：“既兼顾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又充
分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一般来说， 上市公司进行权益性融
资，短期内会摊薄每股收益。华菱钢铁为
对冲因市场化债转股导致总股本扩大、即
期收益被摊薄，遂同步收购优质资产以增
厚即期收益。

2019年4月26日，华菱钢铁这一重大
资产重组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8月14日，获证监会重组委审核有条
件通过。

9月6日， 华菱钢铁下属子公司华菱湘
钢与阳春新钢签署协议， 拟以现金16.55亿
元完成对阳春新钢51%股权的收购。

9月20日，华菱钢铁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获证监会正式批文。华菱钢铁表示将严
格按照申报方案积极稳步推进相关交易，
预计年内完成资产交割。

华菱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谢究圆称，
阳春新钢注入华菱钢铁后，华菱集团钢铁
资产的整体上市就算基本上实现了。

发展未来可期
2016年行业深度调整时， 华菱集团

曾谋求“钢铁换金融”的转型路径。
2017年6月，在证监会已通过资产置

换方案时，华菱集团主动“叫停”了重组。
那时， 华菱集团上下对振兴实业、脱

虚向实、 做大做强做优主业的认知与理
解，由浅入深，并大力付诸行动———推进
精益生产、调整产品结构、开拓高端市场。

2017至2018年， 华菱钢铁分别实现
净利润53亿元、86亿元，均创下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纪录。

系列并购重组完成后，华菱钢铁的产能
规模、盈利能力等核心指标，将进一步提升。

公司年产钢达2400万吨以上， 粗钢
产量跨入钢铁上市公司前四强。

优质资产注入，也将较大规模增厚华
菱钢铁的净利润。

如华菱节能仅利用余气、余热、余压
发电，每年都能节省用电成本数亿元。

阳春新钢地处广东阳江市，生产的线
材、棒材等建筑用材，因品质好受到客户
青睐；其市场可辐射广东、广西和海南等
地，2018年实现净利润超10亿元。

华菱钢铁董秘罗桂情说，阳春新钢的
注入，对华菱钢铁发展意义深远，既能提
升上市公司产能规模和盈利能力，还将解
决华菱集团与上市公司潜在同业竞争，提
升上市公司规范治理水平；而且可进一步
丰富华菱钢铁现有产品结构，优化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的市场布局，进而有效增强上
市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通过收购“三钢”少数股权、华菱节能100%股权和阳春新钢51%股权———

华菱集团钢铁资产整体上市值得期待
经济视野

31人（组）群众身边好人
入选9月“湖南好人榜”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黄晗 通讯员 余
艺）9月30日，省文明办发布2019年9月“湖南好人
榜”，全省共31人（组）上榜。

永州“瓜子大王”刘国生，30年诚信经营，致
富不忘回报社会；湘潭85后协警唐文广，跳入齐
腰深污泥渠道勇救落水妇女；郴州“蛇博士”陈远
辉，35年潜心钻研，九死一生守护“蛇中大熊猫”
———莽山烙铁头；张家界“瘦弱妻子”龚成玉，默
默陪伴病榻之上丈夫22年；怀化“赤脚医生”谢庭
忠，行医30年，逝后捐器官救3人……9月“湖南好
人” 榜单中， 刘国生等5人当选为“诚实守信好
人”，唐文广等7人（组）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
陈远辉等7人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龚成玉等5
人当选为“孝老爱亲好人”，谢庭忠等7人当选为

“助人为乐好人”。一个个湖南好人，正源源不断
地焕发出光和热，感动并影响着身边的人。

国庆之夜
我在岗
10月1日晚， 民警在

检查栅栏。国庆期间，怀化
西站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
站区、站场、货场等重点场
所，开展巡逻和安全检查，
严把安全关。

刘亚平 肖利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