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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黎昀

6月30日，肯德基中国
宣布与支付宝达成全面合
作，即将在全国近5000家
门店接入支付宝支付，目前

杭州、上海两地首批已经完
成接入。据悉，这是肯德基
中国首次接入移动支付，也
是阿里新口碑成立后在线
下的第一个大动作。

□本报记者 魏浩

6月29日，记者从人民
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获悉，我
省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交
易量，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
一。据介绍，随着我省农村
地区1.2万台ATM机和23

万多台POS机等服务终端
的基本覆盖，银行卡已成为
我省农村普遍使用的非现金
支付工具。截至目前，我省
农村地区发卡量达9700万
张，人均持卡1.3张，交易量
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

恒星科技跨入PE界，是否与
该公司主业增长承压有关？

这种猜测并非无本之木。据
其年报显示，金属制品、机械制造
与光伏，是恒星科技的三大产
业。上年度，该公司主要在光伏、
液压机械两个板块受累颇深。

恒星对此解释称：“2014年，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公
司面临部分产品市场低迷、竞争
加剧等不利局面。”

与此同时，恒星科技分别投
资的巩义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4%，下称巩义浦发）、
郑州万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
股30%，下称郑州万富）、洛阳万
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股20%，
下称洛阳万富），亦在其产业结构
中扮演着实打实的“财神”角色。
三项投资中，巩义浦发无疑扮演
信贷“油泵”，而后两个小贷公司
则成了恒星科技的利润支柱。

如其年报中披露，上年度，洛
阳万富、郑州万富分别获取净利

润为3027.9万元、1738.1万元，合
计4766万元。按其持股比例计
算，两家小贷公司的利润贡献超
千万，占恒星科技上市公司净利
润总额（约4548.4万元）的四分之
一。

既然这个金属制品制造商的
主业增长乏力，却为何不务正业，
对跨界金融圈兴趣浓厚？

就像此前上市公司纷纷涉足
房地产、矿业等热门产业一样，一
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投资界人士表
示，上市公司应该做好主营业务，
此轮上市公司参与投资圈或拟上
市公司IPO的热潮就是“不务正
业”畸形现象。

“做PE是一种长期投资，不
是短期获取套利的经济行为，有
些上市公司对主业坚持度不够，
短期逐利的热情更高。”他说。

但事实上，投资圈对上市公
司“不务正业”，却有完全不同的
看法。

中原信托一秦姓投资经理认

为，在宏观经济态势不很明朗前，
如上市公司主营业务遇到瓶颈，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是正常的现
象，建立自有PE平台也是多元化
布局的考量之一。但是，这需考
量两个“硬件”：其一，该公司主业
增长乏力，是因纯粹的环境压力，
还是因老板“投机心态”放纵了主
业滞后升级；其二，该公司的财务
投资所占比例，是否对主业发展
构成直接影响。

投中集团高级分析师冯坡也
认为，参与PE市场的本土上市公
司未来将处于增长趋势。在现阶
段VC/PE机构“募资难”的行业背
景下，未来PE机构对机构投资者
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将更加希望拿
到上市公司的钱。而从上市公司
角度来看，国外的上市公司投资
PE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的常
态。伴随着国内PE市场的进一步
成熟，参股或自设VC/PE将成为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配置的常态途
径之一。

上市公司逆袭玩PE，是不务正业还是另有所图？

恒星科技参股北京嘉富诚
□本报记者 杨霄

杀入PE市场 恒星科技“埋伏”嘉富诚

恒星科技做“资本刀客”的进
取心突然爆棚。

6月25日，其接连发布两则
公告称，新设全资子公司鼎恒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鼎恒投
资）完成工商注册，拟出资千万元
参股北京嘉富诚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嘉富诚）。

“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与拟
参股嘉富诚的消息同步释放”，是
恒星科技为鼎恒投资用心安排的
出场剧情。

恒星科技公告称，鼎恒投资
为其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地在深圳前海，注册资本金为1亿
元。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实业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而
同步宣布“拟入股嘉富诚”，无疑
是为鼎恒投资的初出茅庐附着金
色。

嘉富诚是国内PE界知名的
实战型选手，以跨国资本运营和
房地产资本运营在市场见长。据

恒星科技公告披露，截至2014年
年末，嘉富诚的资产总额为7381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722.3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鼎恒投资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刚巧就“赶上”了嘉富诚定增
融资。

6月28日，嘉富诚董事长郑
锦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该公
司在今年启动了冲刺新三板的新
战略，此轮定增融资（B轮融资）是
其核心步骤之一。

据嘉富诚计划，本次融资
9500万元的计划完成后，该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为1.45亿元。而鼎
恒投资本次拟出资1000万元，将
持有嘉富诚增资后的股权为
2.99%。

“恒星科技设立鼎恒投资，与
投资嘉富诚不存在因果关系。”郑
锦桥称，这只是恒星科技跨入资
本市场的“选项A”。

但郑锦桥曾任职恒星科技两

届独立董事，却在河南资本圈人
尽皆知。因而，无论是双方由合
作伙伴升级为资本联姻，还是将
恒星科技拉入投资圈儿，郑无疑
都是关键推手。

不过，恒星科技绝不是投资
圈的新手。有消息人士透露，恒
星科技董事长谢保军即是“万隆
基金会”（由双汇食品董事长万隆
所设）成员，该组织是以上市公司
老板为核心的投资俱乐部。“继投
资村镇银行、操作小贷公司后，恒
星科技进一步延伸出PE触角，足
以说明其对财务投资有着浓郁偏
好。”

恒星科技董秘李明未尽其
详。仅称，设立鼎恒投资，是该公
司基于实业与资本双向互补的需
要，也是为在未来发掘新业务与
开拓新利润源寻找机会。“鼎恒作
为PE界新兵，尚未沉淀出明晰的
投资方向，这也是此次参股嘉富
诚获得技术补给的价值所在。”

“玩PE”是救赎主业 还是不务正业

我省农民工银行卡交易量
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

肯德基接入支付宝
发展“互联网+餐饮”

□本报记者 李世顶

6月30日，中孚实业发
布公告称，公司拟7.94元/
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3亿
股，募资不超过50亿元，其
中用35亿元投资建设河南
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其余
部分将全部用于偿还上市

公司有息负债。
据介绍，该数据中心建

设完成后，将成为大型互联
网数据存储中心，为客户提
供主机托管、带宽出租等服
务，共计24000个机柜用于
出租。预计全部机柜出租后
年收入14.16亿元，年利润
总额为6.5亿元。

□本报记者 万军伟

6月28日，310台宇通
纯电动新能源环保公交车
赶赴商丘，将成为当地发展
绿色公交的重要标志。据
了解，商丘市对该市营运中
的老旧公交车进行更新，今

年商丘公交公司共定了
310台纯电动新能源环保
公交车。商丘公交公司相
关负责人称，前期车辆上
牌、配套设施完成后将立即
投入使用，让纯电动新能源
环保公交车真正为该市人
民出行提供方便。

宇通纯电动公交抢滩商丘

中孚实业拟定增50亿
建云计算中心

□本报记者 傅豪

2015年是改革落地年，我省
产业结构需要尽快调整以适应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形势。
近日，河南省发改委公布了

2015年河南省工业结构调整专
项资金拟支持项目名单，总投资
36.62亿元，57个项目，项目涉及
我省郑州、洛阳等20个市和县。

其中智慧园区项目19个，总
投资3.65亿元；科技孵化器项目
9个，总投资16.38亿元；技术研
发中心项目18个，总投资5.52亿
元；公共服务平台项目11个，总

投资11.06亿。
据了解，获得资金支持的项

目不仅通过了省发改委、财政厅、
国土厅、环保厅等有关部门对申报
项目进行协同审核，还需要通过省
工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的有关专家对项目的评审。

而就在几个月前，省发改委
公布了2014年河南省工业结构
调整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56
个资金支持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以
集聚区为载体、提升与产业集群
发展相配套的关键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平台和技术研发中心的建
设上。可见我省调动资源支持产

业调整、工业升级、布局新兴产业
的加速度。

产业集聚是我省发展工业的
一贯战略，而新兴产业集群是我
省产业升级的着力点。2008年河
南规划建设180个产业集聚区。
经过7年发展，目前近2/3产业集
聚区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今
年4月我省更提出，到2020年，全
省培育3个万亿级、30个千亿级、
15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据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全省终端产品、高技术产
品产量大幅增加,而原材料产品
则增长较少。其中，手机产量达

到2849万台，同比增长17.5%；
液晶显示屏产量达1624万片，增
长75.4%。

一季度，全省运动型多用途
乘用车、铝型材、LED管等产量
同比增长50%以上，锂电池、光缆
等产量同比增长1倍以上。与此
同时，水泥、原铝(电解铝)、平板玻
璃等原材料产品产量同比下降。
通过进一步拉长产业链，不断提
高产品精深加工程度，全省终高
端产品产能和产量进一步释放。

不仅产品结构更加趋于合
理，工业行业结构也在发生积极
变化。一季度，全省高成长性制

造业、高技术产业较快增长,占比
进一步提高。而传统支柱产业和
六大高载能行业低速增长，占比
下降。

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现代
家居、服装服饰六大高成长性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占
全省工业的比重达到46.2%,拉动
全省工业增长5.4个百分点。全省
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21.3%，占全
省工业的比重达到8.0%,拉动工
业增长1.5个百分点。

省发改委公布专项资金支持调结构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