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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集团预计在半年内，
将其旗下几乎所有药品行业的
资产整体打包为新开药集团，
作价将近 78亿，注入上市公
司。

4月8日至9日，辅仁药业
集团组织河南主流媒体近50
人到其旗下的河南同源制药有
限公司（简称同源制药）参观
考察，在座谈会上，河南同源制
药董事长齐星介绍了同源制药
的发展概况、市场定位：根据辅
仁药业集团整体布局，同源制

药将以口服液生产为主，逐步
将其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口服液
生产基地。

辅仁药业集团品牌部总经
理赵雨则就辅仁药业集团下
一步的发展作了说明，他介
绍，同源制药虽然体量不大，
但在整个药业板块中非常重
要。同源制药将利用自身的
优势，利用山好、水好、药材
好的便利条件，重点发展口
服液的生产。还将与开封豫
港制药有限公司、河南辅仁

怀庆堂制药有限公司、辅仁
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北
京远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及
北京辅仁瑞辉生物医药研究
院共6家全资、控股子公司一
起，打包在新开药旗下，整体
注入上市公司。2015 年 12
月 21日，集团已公布了新开
药整体注入上市公司的一个
预案，目前正在审计中，预计
半年左右就会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古筝)

新开药将整体注入辅仁

如今，猪价真是飞上了
天。

根据国家统计局4月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3%，涨幅继续维持在2%以
上。对此，专家表示，3月CPI
走高的主要原因是猪肉和鲜菜
等食品价格强势上涨。

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分
析师的表述，由于前期猪肉价
格长时间低迷，养猪户积极性
受挫，导致生猪存栏下降，生
猪产能处于近年低位，市场供
应偏紧，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28.4%，影响CPI上涨约0.64
个百分点。

猪价的上涨，不仅影响了
CPI，也让不少上市公司交出
了漂亮的成绩单。

根据牧原股份2015年的
年报显示，其全年销售生猪
191.90万头，同比增长3.2%；
实现营业收入30.03亿元，同
比增长 15.3%；实现净利润
59585.0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43.0%。

从上述不太“协调”的数
字不难看出，猪价飞涨的确威

力惊人。
此外，牧原股份4月6日

发布2016年3月份的销售情
况简报，其3 月份销售生猪
16.9 万头，同比增长56.5%，
销售收入2.98亿元，同比上涨
142%。

并且，根据其公布的业绩
预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的盈利
区间为 3.55 亿~3.75 亿元。
而去年同期，其甚至亏损了
2019万元。

此外，通过此次定增，牧
原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秦英林
和钱瑛夫妇的持股比例也进
一步上升。

据测算，定增前，秦英林
和钱瑛夫妇直接和间接合计
持有牧原股份 337785409
股，占比 65.35%。而砸下了
40亿之后，两人直接和间接合
计持有不低于 41828.45 万
股，占牧原股份股份总数的比
例将不低于67.74%。

由于目前猪价处于景气
时期，并且牧原股份的股价较
为坚挺，恐怕今年河南首富的
位置，已经被提前预定了。

4月6日到12日，由郑州
市工信委、郑州市服装协会等
部门组成的调研组，通过走访
新密曲梁服装园、中原区服装
产业园、二七区锦荣轻纺城等
几大郑州服装生产基地，对郑
州女装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
全面的调研。

而通过此次调研不难看
出，曾经享誉全国的郑州女裤
正在全面地向郑州女装实施战
略转型。

其实早在2005年，郑州女
裤就提出了“中国女裤看郑州”
的响亮口号，由此进入全国裤
装行业的核心视野。

从2009年开始，在郑州市
政府的助力下，郑州女裤服装
企业连续五年参展中国(北京)

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2012年，郑州女裤达到巅

峰，诞生了梦舒雅、娅丽达、逸
阳三个中国驰名商标，戈洛瑞
丝、纽伦、兴依璐等数十个河南
省著名商标。与此同时，郑州
女裤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中国女
裤的领导者。

但近年来，郑州多数女裤
企业开启了主动或被动向女装
的系列化转型。作为郑州女裤
的领军企业，娅丽达的转型就
颇具代表性。

据娅丽达董事长助理王普
介绍，娅丽达的转型有被动因
素也有主动因素，被动因素主
要来自终端店铺，单品女裤的
利润无法支撑高昂的房租和转
让费等经营成本，主动因素是

看到单品女裤未来的发展空间
难以匹配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品
牌定位。

谈到转型，王普表示，这条
路很痛苦，娅丽达交了不少学费。

按照王普的说法，娅丽达
的转型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
与韩国设计师团队合作，追求
高起点，产品上没问题，但上货
速度跟不上；第二阶段，就是
2012年后，一方面与韩国团队
合作，一方面组建自己的团队，
从优秀企业挖来设计总监，遇
到的问题是产品的风格不协
调；第三阶段，实行买手制，出
现的问题是品牌缺失了原创
度；第四个阶段，2014年夏季
之后，进入到团队的原创阶段，
目前设计研发部门有40多人。

郑州若宇服饰同样是曾
经的郑州女裤的代表企业，
如今旗下已经发展为两个品
牌，戈洛瑞丝主打女裤，思慕
提是全系列中高档女装的新
品牌，目前女装占到公司业
务的70%。

这两家的转型之路是郑州
女裤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5
年来，郑州女裤经历了一个痛苦
的转型期，一部分企业迈过了这
个槛，还有一部分过不去，要么
艰难度日要么销声匿迹。

猪价飞涨牧原受益
50亿定增“自己人”

4月10日晚间，停牌近一
个月的牧原股份发布定增预
案公告：公司拟以49.69元/股
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牧原集团以及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发行不超过10062.39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
亿元。

据公告显示，牧原集团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钱瑛
夫妇控制的企业，其将认购不
少于8049.90 万股，认购金额
不少于40亿元，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认购不超过 2012.48
万股，认购金额不超过 10亿
元，不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的3.2591%。

方案显示，公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包含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员工，以及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员工，人数合计不超过600
人，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
酬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

对于此次定增，牧原股份
方面表示，由于公司生产规模
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面临较
大的流动资金缺口，靠公司利
润和银行借款来融资不能满足
资金需求。公司希望通过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生猪产能
扩张、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生猪产能，提升养殖规
模。通过非公开发行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提高员工的凝聚力
和公司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
和员工利益的一致。

正如牧原股份表述的那
样，此次定增最大的目的就是
为了加固主业。

根据公告显示，本次定增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入
19.58亿元用于生猪产能扩张
项目，包括通许牧原第一期52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商水牧
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化
项目、西华牧原第一期27.5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太康牧原
第一期2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闻喜牧原第一期20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扶沟牧原第
一期 2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正阳牧原第一期18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根据测算，此次生猪产能
扩张项目的建设，将提供
1500-2000个就业岗位，将拉
动当地电力、运输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发
展，促进当地农村的经济发
展。项目达产后，年实现销售
收入共计32.33亿元，年利润
总额共计5.58亿元，2016年
度、2017年度、2018年度较上
年度的增长率26.62%；预计
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将达到
60.97亿元。

此外，牧原股份拟投入募
集资金18亿元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郑州服装产业名片升级

与之前郑州女裤趋同的发
展思路不同，如今郑州女装业
的发展则着眼于不同的领域。

按照郑州市服装协会相关
人士的说法，如今从郑州女装的
发展方向上看，基本可以被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由女裤转型升级
而来，以领秀、梦舒雅、娅丽达、
逸阳、戈洛瑞丝等时尚女装为代
表；第二类是由庄娇、鹤福、若男
佳人、平野、秀美星星、凯尔丽、
鑫玉亭、舒美千娇中老年女装为
代表；第三类是由烟花烫、首尚
格释、裙舞媚妃、美妃、心语泉等
个性电商女装构成。

就拿中老年女装这个细分
行业来讲，其发端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快速成长自2007年之
后，但之前一直被忽视。而就
目前来看，郑州这个产业的发
展已经居于全国前列。

郑州庄娇服饰有限公司总
经理买爱国告诉记者，在全国
中老年女装市场，庄娇与浙江
东阳的秋之歌、武汉的俏丽名

列三甲，年产超过100万件，每
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

“随着中国老龄化群体的
快速增长，未来的五到十年，将
会是中老年服装的发展高峰
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中老
年女装的第一品牌。”买爱国似
乎很有信心。

而郑州若男佳人服饰有限
公司董事长褚立勋则为企业在
电商领域的作为感到骄傲。在
淘宝网中老年女装类目中，若
男佳人名列第九。褚立勋介绍
说，公司在天猫开了两个旗舰
店，在淘宝开了十个C店，在京
东等电商平台也有开店，最高
销售纪录是1天1000件。

据记者了解，在淘宝中老
年女装类目排名的前 100名
中，平野、鹤福、舒美千娇等郑
州品牌也同时上榜。

其实，借助电商领域发展，
也是郑州女装近两年的发展思
路。近两年的“双十一”，作为
郑州女裤的知名品牌，逸阳取

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而烟花烫作为后起之秀，

其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利用
大数据分析市场，从而确定设
计风格，去年在电商领域取得
了1.3亿的销售额。而舒美千
娇董事长郑东晖也坦言，电商
销售已经占到公司总销量的
50%。

此外，孕妇装快乐屋、裙装
铭鸿一族在各自细分领域都居
于全国前茅。就拿快乐屋来说，
其在中国孕妇装行业知名度及
销售额一直名列前三名，2014
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按照其负责人的说法，15
年来快乐屋坚持在孕妇装小品
类中耕耘，不贪图快速增长，以
每年15%左右的增幅，追求稳
步发展。

在此次调研中，记者了解到，
尽管还存在供应链欠缺、融资难
以及品牌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
题，但就目前来看，郑州女装已然
成势，正期待着全面崛起。

从女裤到女装，从半身到全身

牧原定增，“自己人”买单

猪价飞涨的连锁效应

□本报记者 古筝 文图

从半身到全身，坎坷的转型之路

专注不同领域，志在全面崛起

□本报记者 古筝

资讯

郑州一家服装厂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