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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资产收购问题
多多

天眼查信息显示，江苏文
峰集团为文峰股份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为 29.48%，通过全资
子公司江苏文峰汽车连锁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100%
股权。

值得玩味的是，被文峰股份
认为将有效形成新业绩增长点的
收购事宜却在公告刚刚发出之
后，就迎来上交所的迅速问询。
而仔细阅读收购公告不难发现，
文峰股份本次资产收购的“怪
象”还不少。

首先，本次拟收购的四家标
的公司目前仅一家盈利。根据公
告，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8 月
份，炜恒汽车分别实现净利润
2873.46 万元和 1833.69 万元，恒
仁行汽车分别实现净利润-7.23
万元和-106.77 万元，恒隆行汽
车分别实现净利润-423.29 万元
和-282.47 万元，伟杰汽车分别
实 现 净 利 润 -73.81 万 元 和 -
295.32万元。

对此，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要

求公司说明，四家标的公司业绩
大幅下滑或连续亏损的原因、公
司收购亏损资产的合理性，并要
求说明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
净利润仍出现下降或继续亏损的
原因及合理性。

另据公告披露，炜恒汽车、恒
仁行汽车、恒隆行汽车和伟杰汽
车主营业务均为汽车销售服务，
交 易 作 价 分 别 为 4.65 亿 元 、
2960.00 万 元 、530.74 万 元 和
3749.60 万元。上述四家公司均
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但是，最后
采用的评估结果却并不一致。
分别采用了收益法、收益法、资
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且均为
两种评估方法中评估值较高的
一 种 ，评 估 增 值 率 分 别 为
393.77% 、182.30% 、11.66% 和
204.67%。

问询函要求公司补充披露，
对于业务相同的四家标的公司采
用不同评估结果的原因和合理
性，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利
益的情形。

此外，上述标的公司还存在
被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公
告披露，截至今年 8 月 31 日，炜

恒汽车总资产为 4.06 亿元，其中
应收关联方欠款 3.09 亿元；净资
产为 9419.38 万元，其中未分配
利润为 0,2020 年末未分配利润
为 2752.61 万元。同时，截至今
年8月 31日，恒仁行汽车总资产
为 5852.66 万元，其中应收关联
方欠款 443.33 万元；净资产为
1048.53 万元，其中未分配利润
为 0，2020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254.88 万元。股权交割日，上述
其他应收款与本次交易价款抵
销后，公司将剩余转让价款支付
给交易对方。

徐翔及其母亲坚决
反对

在上述公告发出之后，文峰
股份的股吧质疑声一片。有股民
质疑这一笔交易是上市公司向控
股股东输送利益：“连我这种非
财务专业人士都看得出来是掏空
上市公司的做法，大股东你们还
要点脸吗”，“明显的利益输送”。

另据此前媒体报道，徐翔及
其母亲郑素贞也表示坚决反对该
收购方案。“标的资产估值过高，
质量平平，文峰股份大股东涉嫌

掏空上市公司利益。在青岛中院
尚未甄别清楚冻结的资产(指郑
素贞持有的文峰股份股权)前，不
希望文峰股份通过这种不合理的
收购方案，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损害股东权益。所以，明确、坚
决地反对此次收购方案。”徐翔
说。

据悉，文峰股份是“徐翔概念
股”之一。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徐翔母亲郑素贞持有文峰股份
2.75 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14.88%，位居公司第二大股东
之列。

而在徐翔被捕后，文峰股份
业绩表现平平。今年三季报显
示，第三季度，文峰股份实现营
业收入约 5.18 亿元，同比下降
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3473 万元，同比
下降179.92%。

针对媒体报道，江苏文峰集
团于 11 月 19 日发布《关于对文
峰股份收购事宜报道的声明》，
声明称，公司注意到了媒体关于
徐翔言论的报道，徐翔出狱至
今，未与公司进行过任何联系，
公司也尝试与其沟通，一直未得
到其回复。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晶、戴
曼曼报道：中国把力争 2030 年
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双碳”
目标是比对中国市场和行业产生
重大影响。围绕“双碳、双循环与
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九届岭
南论坛昨日在广州开讲，把脉当
前百年变局中的新机遇。

制约乡村振兴有两
大问题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东省科协主席陈勇演讲时表
示，乡村振兴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路径。现在很多可再生
能源都产生于农村和边远地区，
也就是说它是可再生能源的供给
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目
前，中国农村散煤等消费占农村
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到 49%，
农林废弃物、畜禽粪便等量大面
广，资源化利用程度低，生态环
境问题严重。而且农村的电气
化水平还比较低，导致另一个问

题，就是农村的废弃物聚集。可
以说，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两大
问题是能源问题和环保问题。

陈勇建议，必须在优化能源
结构的过程中，将农村的可再生
能源因地制宜发展，在乡村振兴
中得到体现得到应用。“比如1万
头商品猪每年产生36.5万立方米
的沼气，能够产生80万-90万度
电，节约 300多吨标准煤。直接
减排二氧化碳 800多吨，同时可
以生产大量的有机饲料和肥料。
如果让它无序地排放，会造成环
境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压力。”陈勇
举例说明，因此他建议在解决乡
村振兴的能源和环保问题方面，
应对观念、模式和政策创新。比
如建议建立一些农业代谢共生产
业园，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建立代谢共生产业。

推动大湾区绿色金
融发展

谈到绿色金融，中国银行业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

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
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
标准种类繁多，不同的绿色金融
工具适用不同的标准，需要进一
步完善政策支持。“我们要把握
住绿色金融发展新趋势，要持续
推进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以
绿色债券支持类目录为例，2020
年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和 2019 年
发改委的绿色产业目录几乎相
同，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绿色债
券为代表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正在逐步实现融合统一”。

巴曙松还建议以 ESG 基金
为抓手，在粤港澳大湾区试行内
地与香港 ESG 基金标准的融合
统一。同时，要推动绿色的认证
标准统一，这是市场的基石。

巴曙松表示，应借助绿色金
融科技完善绿色信息交融，保
证信息的真实性，特别是绿色
项目在投前贷后等过程的监管
和督导，也可以借助科技来建
立跨部门的绿色金融信息数据
库，对数据信息的标准强化进
行评估。

7 月下旬以来沪指的第三轮
年线攻防战，可以就此宣告以多
头的胜利而告终了。本周，沪指
周 线 报 收 3560 点 ，周 涨 幅 为
0.60%，为连续第二周周线收阳，
连续第七个交易日运行在 10 日
均线之上，并在时隔 28 个交易日
后于周五重新站上 30 日均线。

与此同时，深成指上周五报
收 14752 点，回到时隔 42 个交易
日的前高点，10 月 12 日以来保
持振荡向上态势。另外，作为北
交所开市交易的第一周，由于尚
未有指数，从均价的角度衡量，相
比开市前至周五涨幅为 7.05%；总
成交 212.49 亿元，增大 158.69%，
总体也是一个多头态势。

从这样的指数运行情况观
察，一个阶段性的筑底向上行情
可以确定正在展开，但过程比较
曲折。本周走势就是一个前低

后高的走法，而且一周的总体升
幅是由上周五的大阳线来完成，
实际上主要升幅在于上周五下
午的突然拉升，沪深指数均录得
1.10%以上的日升幅，符合筑底
向上行情特征。至于成交量，上
周每日基本保持在万亿元上下，
未见明显放大。北交所方面，除
了上周一开市第一天达到近百
亿元的成交规模外，其后即逐日
减少至 20 多亿元状态。从沪深
京三市价量关系衡量，后市的向
上行情大概率属于慢牛状态，多
头空间已被打开。

大盘指数的运行状态重要
吗？重要，也不重要。说重要，
是需要指数展现市场的大环境，
只要是多头市场环境，则结构性
行情就有了更加扎实的基础，就
像当下已经形成的筑底向上态
势，就像沪指回归到 10 日均线之

上运行的态势；说不重要，是站
在结构化角度看具体的热点品
种和强势品种，与其看总体市场
指数，则不如看各分类指数，看
具体个股走势，股谚所谓“抛开
指数做个股”，说的通常就是结
构性行情活跃的时候。

元宇宙、新能源，可以说就
是当下结构性分化最核心的两
个关键词，由此延伸分解出链条
上的一个个节点炒作。上周元
宇宙概念下的文化传媒品种、新
能源概念下氢能源品种，都有突
出表现。结构化行情底下的市
场运作逻辑是“轮炒”，各个主次
热点此起彼伏，节奏感强的投资
者可以捕捉到更多机会。至于
券商、地产品种周五的拉升，不
妨以主流之外的轮转角色来看
待，更多可能只是短炒一把。

（金谷明）

徐翔为何反对
文峰股份收购？

此次资产收购
“怪象”不少，更被质
疑掏空上市公司

文峰股份周K线图

一则收购公告引来监管迅速问
询，更让出狱后未曾公开露面或对外
发声的徐翔表示坚决反对，文峰股份
（601010）干了啥？根据文峰股份日
前的公告，全资子公司文峰科技拟以
现金方式购买关联方江苏文峰汽车
连锁发展有限公司所持四家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合计金额为
53750.34万元。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金谷
观察观 多头空间打开 后市慢牛向上

第九届岭南论坛开讲
聚焦“双碳”和绿色金融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