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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说过，短期看,市场
是投票机,长期看,市场是称重
机。

在6月底到7月初的A股保
卫战中，这句话像不证自明的公
理和常识一样印在每个投资人的
心中。

7月6日，双汇发展开盘21.09
元，7月8日收盘18.32元，在A股
历史上最黑暗的三个交易日，仅仅
下跌13.2%，且无一日跌停。

要知道，这三天，几乎每天都
是“千股跌停”，双汇发展和中国
银行、中国平安、中石油、中信证
券、贵州茅台等一批绩优权重股
一起，担起了“为国护盘”的重任。

7月9日、7月10日，仅仅两
个交易日，双汇发展就收复了全
部失地，率先走出股灾。

在绝望的“千股停牌”之际，记
者曾经问过万隆，股票会不会停
牌，他说，双汇是流动性非常好的
股票，没有实质性需要停牌的事
项，无论股票涨跌，他都不会停牌。

当记者问万隆有无减持双汇
发展的股票时，他说，不仅他从未
减持过一股，双汇发展的高管团
队亦从未减持过。

咱们看看券商研究员怎么
说，齐鲁证券研究员胡彦超认为，
双汇发展是低估值高分红的绝对
收益品种。

“随着近期市场的大幅调整，
双汇发展股价大幅下挫30%。按
照目前股价和2014年每股0.95
元的现金红利计算，其股息率将
近5%，已高于一年期银行利率。
且目前公司动态估值仅为15倍，
在食品饮料板块中属于最低水
平，我们认为双汇发展的股价和
分红收益率对于绝对收益投资者
来说已经具备吸引力。”

双汇作为大众品类的消费龙
头，长期竞争优势继续存在，根据
经验看长期估值中枢有望在
20-25倍市盈率，目前公司估值
水平处于大众品中最低和历史底
部，长期看是低估了双汇所处肉
类行业的巨大空间和双汇良好的
竞争优势。

国泰君安研究员胡春霞则认
为，2015年是双汇历史上肉制品
转型力度最大的一年，进口低价
猪肉、肉制品新品放量助盈利水
平稳中有升。

“互联网经营稳步推进，冷链

体系提供先天优势。公司对待互
联网的态度是积极谨慎稳妥推
进，下半年将在天猫、京东等 6
大电商平台建旗舰店，全年争取
在电商方面有突破。公司发展电
商具有先天优势，即冠绝全国的
冷链物流体系，2015Q1 已在漯
河试点连锁电商平台，消费者可
网上下单、公司线下配送，若模式
成功将在全国进行复制。”

几乎所有研究员给予双汇发
展的，都是“增持”，或者“买入”的
评级。双汇发展也用杰出的成
绩，演绎了“价值投资”的含义。

自双汇发展1998年上市以
来，已经累计分红114亿元，是其
在公开市场上融资额的13倍，以
7月14日的收盘价计算，每股价
值由发行时的6.24元提高到471
元，为发行价格的75倍，成为实
体经济和资本经营结合的典范。

其间，历经数次股灾，历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
典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11年3·15事件以及最近的这
次震撼全球的A股灾难，但如果
你坚持持有双汇发展，其平均收
益，依然完胜巴菲特。

疾风知劲草，这次前所未
有的A股股灾，甚至波及H
股，而无论是在A股上市的
双汇发展，还是在H股上市
的万洲国际，其表现，都强于
大盘。

万洲国际和双汇发展一
起，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在
最无情的资本市场里，完成了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超
强版压力测试。

一般来说，跨国企业收
购，总是面临着文化融合、业
务融合、人员融合等艰难的过
程，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万
洲国际和史密斯菲尔德，很好
地适应了这些考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走出去成为越来越多中
国企业的选择。“双汇系”的案
例，或能给后来的企业提供借
鉴。

2013年《美中时报》评出
美中经贸十大成就，排在首位
的是《中国双汇集团71亿美
元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
媒体称，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
德的成功，为中国企业与国际
接轨提供了样本。

这家媒体的潜台词是，双
汇收购用的方式是完全跟国
际接轨的，不靠内部补贴和国
家政策支持，而是依靠国际银
团的支持，完全走市场化道
路，给中国民间企业并购提供
了很好借鉴。

2014年11月8日，@美
国使馆投资美国发布微博：美
国国务卿克里@JohnKerry
和助理国务卿瑞弗金@Am-
bRivkin今天在北京与一些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会
面。感谢各位的参与！@潘
石屹@杨元庆@雷军@当当@
双汇@万达集团@百度@阿里
巴巴@石化实说@联想。

克里在北京会见了万洲
国际董事局主席万隆、联想
CEO杨元庆，百度CEO李彦
宏、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
屹以及阿里巴巴CEO陆兆禧
等10位中国公司高层。

与会人员在社交媒体上

报出了这次会面的细节，万隆
对克里说，我们只往史密斯菲
尔德放了一个人，史密斯菲尔
德就盈利了。

除了史密斯菲尔德漂亮
的盈利数据，万洲国际不断降
低的负债率，或许更能让万隆
喜悦。

在刚刚收购完史密斯菲
尔德的2013年，万洲国际的
债务飙升到74亿美元，负债
率高达209%！

但2014年，由于万洲国
际的上市和旗下企业良好的
现金流，万洲国际的债务已经
降至46亿美元，负债率亦降
至61%，这个负债率，属于大
型跨国企业的正常水平。

从万洲国际2015年一季
报的报表来看，其现金流良
好，加上这次出售康博菲尔所
获的3.54亿现金，估计2015
年，其负债率会进一步下降。

2014年以来，河南省向
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呈
现持续增长态势，全省新设立
的31家境外企业和机构中有
21家分布在发达国家。

继2014年购买卢森堡货
航35%股权后，金龙铜管集
团投资近亿美元的精密铜管
项目，于2014年 5月在美国
亚拉巴马州顺利投产。南阳
国宇密封发展有限公司以
2500万欧元成功整体并购欧
洲最大动臂塔机制造商德国
威尔伯特集团，也成为河南首
例、中国第三起成功并购德国
整机企业的案例。

海外并购由传统的以资
源、能源为主向技术、品牌和
营销渠道展开。美景集团收
购美国穆尼航空，“河南造”从
此有了飞机；双汇集团的并购
案更是展示了中国民营企业
海外收购的大手笔。

相当一部分企业“走出
去”的成色还有待检验，但“双
汇系”告诉我们，在全球一体
化的今天，遵循市场规律、尊
重合作伙伴、专注优势互补，
这些平平常常的事情，做好
了，自然会得到承认。（N）

“双汇系”的底气，来源于现
今大热的“大数据”。

2015年7月8日，《财富》发
布2015年的中国500强排行榜，
所有上榜公司的总收入达到了
30.4万亿元，较2014年增长5%；
利润达到2.7万亿元，增长6%。，
其中，51家快消品企业上榜，销售
收入合计达到1.84万亿元，利润
合计达到986亿元。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中国最
大的快消品企业？是在“互联
网＋”热得烫手的背景下，市值冲
上万亿元人民币的大阿里？是央
企背景、财大气粗的中粮、华润？
是快消品中的奢侈品贵州茅台?

都不是！数据说话。
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中国

千亿销售级别的快消品企业总共
5家，分别是万洲国际、华润创业、
厦门建发、京东商城和苏宁云商。

万洲国际、华润创业及厦门建
发分别以2014年销售收入1361
亿元、1332亿元、1209亿元登上
中国快消品企业前三强的位置。

这三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差距
并不算太大，但利润就有了天壤
之别。

继续看数据，2014年，万洲
国际的利润达到46.87亿元人民

币，而华润创业则亏损了1.27亿
元人民币，厦门建发的利润为
25.07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万
洲国际用于并购贷款的利息支
出、上市费用、股权激励的费用合
计2.19亿美元，2015年，这些非
经常性支出将会大幅调低，万洲
国际的利润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无悬念，中国最大的快消品
企业，必须是万洲国际。

一起中美间的惊天并购，成就
了这个全国最大的快消品企业。

2013年，万洲国际（前双汇
国际）以71亿美元成功并购美国
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
菲尔德公司，完成了由中国最大
向全球最大猪肉加工企业的历史
性跨越。

2014年8月5日，万洲国际
在港交所挂牌。

咱们来看看万洲国际的家
底：万洲国际拥有中国最大的肉
类加工企业——双汇发展和美国
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
菲尔德，资产规模达到800亿元，
员工12万人，合并的生猪养殖、
冷鲜肉和肉制品业务规模都居全
球首位，生产基地遍布欧、美、亚
三大洲13个国家，是全球最大的

猪肉跨国公司。
看出来了吧，经济不稳定，吃

肉，还是刚需中的刚需！
需要提一笔的是，同时上榜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还有双汇发
展，它以 457亿元的销售收入、
40.40亿元的利润，列在中国企业
500强的128位、快消品企业50
强的第14位，在河南的12家上榜
公司中，万洲国际和双汇发展，占
据前两名。

那么，万洲国际下一步准备
干什么？万隆说，还是买买买。

“我们的全球扩张战略保持
不变，以进一步巩固我们在全球
猪肉行业中的领导地位。”万隆表
示，“我们仍然重视欧洲业务，我
们将从现有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取
得增长，并继续寻找策略收购的
机会。”

据介绍，目前，史密斯菲尔德
的欧洲业务包括波兰及罗马尼亚
的养殖、肉类加工和肉制品业务，
这些业务在最近的财政年度均取
得历史最佳的业绩增长水平。集
团将在欧洲（即通过其在波兰及
罗马尼亚的全资附属公司）发展
及扩张其现有平台，以及继续为
扩张而发掘潜在战略收购机会。

市场风暴中双汇为何坚决不停牌
□本报记者 刘方

疾风知劲草“称重机”称出了谁的分量

快消品企业PK 万洲国际夺冠

风暴中“走出去”的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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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获悉，郑州市地
方税务局被授予河南省人民
满意公务员示范单位荣誉称
号，成为全省地税系统唯一获
此殊荣的地市级单位。据了

解，近年来郑州市地税局以
“六个地税”建设为核心，以深
化“三个服务”为引领，开展了
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创建活动，
获得明显成效。

平高集团一项目
被列入能源局专项项目

郑州市地税局喜获殊荣

7月13日，记者从平高集
团获悉，该集团特高压开关可
靠性试验和绝缘试验能力建
设项目被列入2015年能源自
主创新和能源装备专项项目，

在此次公示的35个项目中排
在第8位。预计平高集团将
获得约1500万元的财政专项
支持资金。

□本报记者 程昭华 通讯员 张燕

□本报记者 程昭华 通讯员 雷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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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发展近期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