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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美联投资集
团与河南省合融养老产业
集团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郑州举行。据悉，此次
战略合作，美联投资集团将
分别对河南省合融养老产
业集团郑州航空港区合融·
美公馆老年公寓项目、洛阳
双河湾养老产业园项目、山
东威海融康养产业园项目
和海南海口合融养老公寓
项目投资20亿人民币，首
期投资6.8亿人民币，打造
高品质新型养老社区项目，
将从养老环境、家政服务、
健康医疗、文体活动等多维
度服务着手，为中原地区老
年人提供高品质的持续照
料。

据了解，美联集团从上
世纪90年代便开始关注全

球养老产业，专门成立养老
服务公司进行相关的投资
和运营，曾参与了全球多个
国家关于发展老年生活服
务、医疗康复、饮食、服装、
营养保健、休闲旅游等服务
老年人产业。

此次合作项目将专注
于打造国际养老产业中心，
兼具医疗、康复、养老、养
生、休闲等功能的全国连锁
型“国际养老产业园”，通过
互联网与智能设备在技术
上整合养老服务的需求，并
通过连锁化形成规模效应，
为居家老人、入住机构老人
提供无缝对接和方便快捷
的服务，进而推动中原地区
养老服务质量的改善，整体
提升社区养老、健康养老的
水平。

8月18日，记者从河南银行
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
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河南银监
局从监管制度、金融服务体系、创
新监管、便民服务等方面加强监
管引领，为河南自贸试验区的创
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自
贸试验区银行业掀起一阵开放创
新浪潮。

“两个制度”夯实服务基础。
河南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河南
银监局先后印发了《河南银监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工作的二十
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措施”)
和《关于简化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内银行机构和高管准入
方式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两个制度文件，从制度
层面形成河南银行业支持自贸试
验区建设发展的总体框架。“二十
条措施”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入
区发展、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
业、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鼓

励发展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鼓
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和离岸业
务等，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
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支持
金融租赁公司设立项目公司开展
飞机、工程机械、大型设备等融资
租赁业务。“实施细则”则从机构
准入、高管准入等方面着手，最大
限度简化程序，下放行政许可权
限。

引导建立特色金融服务体
系。引导辖内银行业机构积极争
取机构网点、管理权限、业务创新
等方面的支持。以中行河南省分
行为例，其着力打造自贸试验区
三级服务体系，将位于郑州自贸
试验区的大型综合性支行升格为
郑州自贸试验区分行，并在郑州、
洛阳、开封3个片区挂牌成立4家
自贸试验区业务专业服务机构，
为区内企业提供“一站式”配套金
融服务。

推行适度包容的创新监管机
制。支持开展与自贸试验区功能

定位相匹配的金融创新，允许符
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在区内开展离
岸银行业务，支持区内银行业机
构发展跨境融资业务和推进跨境
投资金融服务。在此背景下，国
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实现河南
省飞机融资租赁业务“零突破”，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成功办理离
岸结算业务，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尝试开展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的
跨境转让业务。

面对面服务便利金融消费
者。指导建设银行洛阳分行派专
人入驻自贸试验区行政服务大
厅，及时跟进名称核准、工商注册
登记等环节；中原银行拟结合“一
站式”行政审批，为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提供“一点接入、全球响应”
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据了解，下一步河南银监局
将在创新业务风险监测、业务和
产品创新、提高创新业务容忍度
等方面持续探索，为自贸区发展
提供长期支持。

在发布交易预案大概一个月
之后，同力水泥重大资产置换的
细则正式出炉了。

8月18日晚间，同力水泥发布
了《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要以水泥制造业务相
关资产与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
的高速公路资产进行等值置换，置
换差额部分由同力水泥以现金方
式向河南投资集团予以支付。

据了解，此次资产置换拟置
出资产包括同力水泥持有的９家
子公司股权：豫龙同力 70% 股
权、豫鹤同力60%股权、黄河同力
73.15%股权、平原同力100%股
权、腾跃同力100%股权、河南省
同力100%股权、中非同力100%
股权、濮阳建材100%股权、同力
骨料62.96%股权以及同力水泥
持有的“同力”系列商标权。

而拟置入资产为河南投资集
团持有的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许平南）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拟

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分别为
37.96亿元、25.83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年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期 末 净 资 产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70.38%、115.95%。而截至定价
基准日，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
总额分别为66.8亿元、49.7亿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105.89%、78.86%。

据了解，许平南是由河南投
资集团全资控股的高速公路运营
企业，主要负责许昌至平顶山至
南阳高速公路、安阳至林州高速
公路、林州至长治（省界）高速公
路的运营管理，运营里程255公
里。

公告显示，许平南2016年通
行费收入较2015年增加1.13亿
元，增幅9.99%，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截至2017年4月底，许平南
资产总额66.8亿元，负债45.79亿
元，资产负债率 68.51%。公司
2015、2016 年及 2017 年前 4个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2.86 亿元、

4.28亿元、1.62亿元。
而本次交易前，同力水泥主

要从事水泥制造业务，主营业务
包括生产、销售水泥熟料、水泥及
制品。而就同力水泥近３年的业
绩来看，其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79 亿元、
3608.93 万元和 4269.42 万元。
与许平南相比，确实差距不小。

对此，同力水泥表示，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作为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的
水泥行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
显，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并将维持
较长时期，增加公司盈利的不确
定性。本次交易后，公司置出水
泥制造相关资产与业务，主营业
务调整为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及
运营管理，将拥有稳定运营的高
速公路经营性资产。通过本次交
易，将增强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及竞争力、提升上市公司盈利的
稳定性及持续性，符合上市公司
股东利益。

8月16日，本报记者从
河南证监局获悉，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焦作万方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焦作万方)，分红配股方
案涉及内幕交易，责任人田
某被罚４.5万余元。

河南证监局处罚决定
书显示，田某是焦作万方财
务总监杨某平岳母，而焦作
万方于2013年10月29日
披露的“对以前年度未分配
利润进行分配和利用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
第二款第(二)项所述的“公

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
划”，为内幕信息，内幕信息
敏感期为2013年9月1日
至10月29日，杨某平正是
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
田某通过其关系非法获取
内幕信息并进行了内幕交
易。河南证监局决定，没收
田某违法所得4.5351万元，
并处罚款4.5351万元。这
已经不是焦作万方第一次
涉及内幕交易，2017 年 7
月，河南证监局就曾向涉嫌
焦作万方内幕交易的股民
都小平发布行政处罚。

焦作万方再涉内幕交易
责任人遭罚
□本报记者 丁倩

同力水泥资产置换细则出炉
主营方向从水泥变为高速公路

□本报记者 古筝 文图

河南自贸试验区
获全方位金融支持
□本报记者 丁倩 见习记者 何洪帅

美国美联20亿
投资河南养老
□本报记者 丁倩

同力水泥近期股价走势图

8月23日，中原丝路基
金成立暨项目签约仪式在郑
州举行，该基金由河南民航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航投）、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中航信托）、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
基金（简称现代服务业基金）
联合发起设立，旨在促进河
南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加快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提升河南
对外开放新格局。

据悉，中原丝路基金母
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
100亿元，期限为15年，由河
南航投、中航信托和现代服
务业基金各认缴10亿元份
额，基金管理人认缴1亿元，

其余份额由金融机构认缴。
该基金以股权投资为

主，投向聚焦“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
“民心相通”四个方面，多元
化投资于包括机场建设、临
空产业园、物流园区等在内
的基础设施，以及民航相关
产业、省内贸易产业链、贸
易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生
态旅游等具有良好发展前
景的企业和项目。

据了解，与其他基金成
立不同，中原丝路基金在成
立当天就达成了重点项目合
作意向, 包括河南本土合资
货航项目、阿维亚飞机租赁
项目、航空经济服务中心项
目等，并进行了现场签约。

母基金规模200亿
中原丝路基金成立
□本报记者 丁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