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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万里独家回应举牌中电广通：拒做资本“野蛮人”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孙婉秋

占据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难掩对于中船重工发展方
向和中电广通打造为水声信息及

中电广通重组临近尾声之际，
鹏起万里产融（嘉兴）投资合伙企业

电子对抗平台的看好，直言中船重
工直接肩负着发展中国海军的光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起万里”）
携巨资前来举牌一事在市场上掀起

荣使命， 作为军工国企， 技术、资
本、人才优势显著，而鹏起科技作

了一股波澜。
根据中电广通 9 月 4 日晚间公

为国内唯一一家军工四证齐全的
民营军工钛合金精铸企业，通过资

告，经过近 40 天的持续买入，截至

本层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实现战略

2017 年 9 月 4 日， 鹏起万里产融
（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累
计持有中电广通 5.0008%的股份，
并且未来 12 个月内还将继续增持，

层面的合作——
—将利于双方发 挥
各自业务特点和资源优势，在军工
行业多个领域开展强强合作，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双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 15%（含本次已增持部分股

方业务的延伸和发展，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份）。

此外对于市场关注的鹏起万里
普通合伙人李磊的身份问题， 据介

按照中电广通的股价区间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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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 鹏起万里目前的举牌耗资应
超过 5 亿元， 累计投入金额不超过

述，令市场对于其用意猜测纷纷，是

受让方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有公

20 亿元（含本次已投入金额）。
此前，在 A 股市场，举牌央企

概念炒作式的短期财务投资？ 还是
更为长远的战略考量？

司 53.47%股份转让给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船重

反， 这种举牌就是一种支持与信
任”。 胡问鸣还表示，这种举牌正是
军民融合的体现，“举牌给我们带来

绍， 李磊是洛阳鹏起实业的首席科
学家， 具有多年在中国科学院从事

的案例并不多见。 对于鹏起万里的
举牌意图，市场一度猜测纷纷。

对此，张朋起否定了短期“财务
投资”一说，强调这是鹏起科技立足

工”）， 中电广通的战略方向也随之
转型。

的好处是引入社会资本的机制活
力”。

9 月 8 日，《国际金融报》 记者
辗转联系到了举牌方鹏起万里，并
独家专访了鹏起万里执行事务合伙
人张朋起。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市
公司鹏起科技董事长。

长远发展的真正“战略投资”。
而让他作出这一战略考量的另
一个因素便是军民融合的大背景。
2017 年 1 月 22 日,中央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成立, 随着政策的推进,市

根据中船重工“十三五”发展规
划，将充分发挥集团公司整体力量，
推动实施产业板块优化调整， 打造
十大军民融合产业板块。 中船重工
通过协议受让中电广通 53.47%股

张朋起向记者直言， 此次举牌
中电广通，没有任何“阴谋论”，也非

场持续升温。
“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和军队

权后， 将把中电广通打造为中船重
工下属专业化电子信息业务的上市

市场猜测的财务投资， 而是一种战
略投资行为， 以期通过资本融合实
现双方战略发展。

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体系之中， 也是资金、 资本、技
术、人才、管理、市场的融合。 这给

平台， 实现电子信息业务资产证券
化。
今年 3 月， 中船重工董事长胡

带、农机、稀土等产业，确立了以军
工为主，环保为辅的战略发展方向。

当前鹏起万里的持股量已突破
5%，这是中船重工入主后，第二大

这也是举牌后， 鹏起万里首次
对外回应。

我们民营军工企业带来极大的发
展机会。 ”张朋起对记者阐述他对

问鸣在媒体采访时谈及“军民融合”
明确表示， 军民融合不仅体现在产

今年 2 月， 鹏起科技在军工资
产并购上再度发力，以 2.99 亿元收

股东首次增持超过 3%， 即便是紫
光集团也未突破 3%。

紧抓军民融合契机

军民融合的理解。 而此次举牌中电
广通正是“民参军”一次有益的尝

品层面，更要体现在资本层面、思想
层面。

购雷达技术强劲的宝通天宇 51%
股权，得以顺利进入军工通讯领域。

对于鹏起万里是否考虑向中电
广通董事会提名董事， 张朋起强调

试。

科研管理和科技产业投资的经验，
在中科院工作期间曾参与和支持过
中科软件、 高德软件和深圳华大基
因的技术产业化及发展。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

鹏起科技发展战略考量
张朋起的另一个身份是上市公
司鹏起科技的董事长。张朋起坦言，
此次举牌亦是站在公司发展的战略
角度作出的考量。
2016 年， 鹏起科技剥离了胶

他先后两次挂职锻炼于云南省，时
间不足四年， 其挂职期间的组织关
系仍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
主要工作是推动省院科技合作与产
业发展。因生病结束挂职，病愈后他
主要从事科技产业研究与投资。”张
朋起回应。

对于举牌意图， 公告表述很简

中电广通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务

“欢迎各种资本来举牌。 因为
发生在国资控股、 持股比例高达

在张朋起眼中， 军工是基础工
业的火车头， 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

要做好股东，绝不谋求控股权，拒做
资本“野蛮人”。当然，成为重要股东

洁明了——
—看好本公司未来业务发
展前景。 或许正是这寥寥几字的表

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 2016 年，
原控股股东中国电子通过公开征集

50%以上的企业举牌， 恶意收购的
可能性很小，也很难实现其目的，相

力，上承军民融合的蓝天，脚踏实业
发展的大地，在未来的发展中，才会

后， 在合法的基础上不排除提名董
事的可能性。

万科巨变：
资产负债率创新高，流动比率创新低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冀鹏茜

2017 年上半年，万科的净负债
率为 19.61%， 同比上升 5.43 个百

算上广信资产包， 万科上半年
拿地金额约 1463 亿元，占签约销售

分点。 有息负债合计有 1391.6 亿
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15.0%。 长期负

金额 54%左右， 在行业内投入最
多。

个多月以来，万科已悄然发生巨变。
一方面， 万科的生意可谓一路
红火，销售额、净利润均实现大涨。
而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报》记

债为主。 有息负债中， 短期借款和
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合计 501.4
亿元，占比为 36%。
朱旭在万科中期推介会上透

对此，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
宏伟认为， 在市场低谷期， 企业拿
地、 并购等阶段性的投入均会导致
公司负债增高。 但等到未来三到五

者调查发现， 万科的资产负债率已
创历史新高，举债发展的步伐明显

露， 公司净负债率保持行业内非常
低的水平， 且目前持有货币现金

年，市场上行时，这些投入将会有较
好的价值变现。

加快； 同时， 它的流动比率创下
1993 年以来新低，偿还负债能力变
弱。
万科的负债为何攀升， 它的资
金究竟流向了哪里？
2017 年半年报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万科实现销售金额 2771.8 亿
元， 同比增长 45.8%； 实现净利润

1076 亿元。
对此， 深圳市聚冠因尚科技有
限公司高级顾问对记者表示， 虽然
万科目前持有 1076 亿元的货币现
金，但从半年报统计的数据来看，已
披露的一年内需还的借款就达 501

自郁亮接手万科董事会主席两

100.5 亿元，同比增长 41.7%。
9 月 4 日晚间，万科又公布了 8
月份简报：2017 年 1-8 月， 万科累
计实现销售金额 3497.8 亿元，较上
年 同 期 的 237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 ， 已 与 去 年 全 年 销 售 金 额
3647.7 亿元相差无几。

负债率高达 82.66%
然而， 万科迅猛增长的销售金
额背后， 正酝酿着诸多债务上的隐
患。
查阅万科 2017 年半年报不难
发现， 郁亮和董事会秘书朱旭在公
司中期报告推介会上全程闭口未谈
的， 是万科攀升至上市以来最高位
的资产负债率。
截至 6 月 30 日，万科资产负债
率高达 82.66%， 已经超过 2016 年
全年资产负债率 2.12 个百分点。

亿元，500 多亿的资金余量，相对于
目前万科 3000 多亿的盘子，不能说
宽裕。

资金都去哪了？
记者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万科
的投资动作愈加频繁。
上半年中， 万科共获取新项目
79 个，总规划建筑面积 1559.8 万平
方米， 权益规划建筑面积 983.8 万
平方米， 权益地价总额约 537.9 亿
元， 新增项目均价为 5467.8 元/平
方米。
万科有关方面表示， 鉴于房地
产融资渠道收紧、 核心城市土地资
源日益稀缺，资源的获取方式主要
是通过与存量资源所有者合作以及
资产包收购。
2017 年 7 月，万科以 551 亿元
巨资接盘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
属公司投资权益及相关债权 （以下

对此，万科有关方面对《国际金

简称“广信资产包”）。
而万科需在明年 2 月 28 日前，

融报》记者表示，对于房地产企业而
言，更有参考价值的是净负债率。
然而《国际金融报》记者盘点发
现，万科的净负债率也在连年攀升。

分四期现金支付全部款项。
此外， 万科上半年的物流地产
业务也新获取 14 个项目，合计规划
建筑面积为 108 万平方米。

偿债能力变弱
融资规模不断扩大、 净负债率
连年攀升、投资支出越来越高，万科
未来能还上债吗？
两个因素的存在， 使得万科的
未来偿债能力令人担忧， 分别是较
低的流动比率和上升的利息支出。
截至 6 月 30 日，万科的流动比
率已降至 1.2， 为 1993 年以来最低
水平；速动比率为 0.47，自 2011 年
以来持续低于 0.5。
金融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流动
比率是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在短
期债务到期以前， 可以变为现金用
于偿还负债的能力。 万科上半年流
动负债增幅较高， 与其预收款项大
幅上升有关。 这应该与万科项目的
结转周期有关。
此外，由于融资规模扩大，万科
应付利息较 2016 年末大增八成至
6.83 亿元， 这或许也会影响到偿债
能力。
7 月以来，万科先后发行了两期
公司债，均为 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
分别为 30 亿元和 10 亿元，最终发行
的票面利率分别为 4.5%和 4.54%。
根据万科公告， 万科发行这两
期公司债， 原本是打算将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
金融机构贷款， 改善债务结构。 但
是，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万科的利息
支出将继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