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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的转型战略，如
今又有了新的举动。就在近
日，莲花健康连发多条公告，宣
布出售旗下的资产。

根据相关公告显示，莲花
健康于2017年 9月22日与福
建平潭万丰长富投资管理中心
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万丰长富）
签订了《财务顾问协议》，聘请
万丰长富担任公司转让河南省
项城佳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佳能热电）100%股
权、河南莲花糖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莲花糖业）43%股权事
宜的财务顾问。

在万丰长富的“撮合”下，9
月29日，莲花健康与霍尔果斯
中新云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新云投”）、万丰
长富就转让股权相关事项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
议，莲花健康将持有的全资子
公司佳能热电100%的股权以
及参股公司莲花糖业43%的股
权分别以人民币24400万元、
6600万元转让给中新云投。

转让资产为何还要让第三
方参与呢？原来，就在上月中
旬，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万丰长
富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信达
资产河南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
的对莲花健康和担保人的债权
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万丰长
富。

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29
日上述债权包含莲花健康
21536.71万元债务及14417.92
万元利息及代垫诉讼费5.22万
元，债权合计人民币35959.85
万元，万丰长富受让上述债权
后享有佳能热电95%的股权质
权。

也就是说，此次转让，必须
征得万丰长富这位“债权人”的
同意。而根据转让方案，万丰
长富解除其对佳能热电95%的

股权质押，并同意莲花健康向
万丰长富提供新的质押物代替
质押标的。并且万丰长富为中
新云投受让上述股权付款事宜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其实说起来，总价超过3亿
元的佳能热电和莲花糖业的股
权还真称不上什么优质资产。
就佳能热电来说，莲花健康直
言其设备陈旧、流动资金紧张，
无力技术更新改造，运营成本
高，近10年来，一直处于亏损
状态，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已经
资不抵债。并且随着国家环保
政策越来越严，现有设备已经
不能达标运营，已经列入关停
企业名录，企业关停已成为事
实。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末，佳能热电总资产为1.62亿
元，总负债 2.33 亿元，净资产
为-0.71亿元。而其去年实现
营 收 5200.8 万 元 ，净 利 润
为-7398.2万元。而今年上半
年，其净资产又变为-0.94 亿
元，且上半年又亏损了2295.2
万元。

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为何
能卖出 2.44 亿元的价格？原
来，《项城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3-2030）》显示，佳能热电
所在的区域土地位于项城市城
镇中心区域，未来规划该土地
为居住用地，地段优越，周边学
校、商业设施、公交站等基础市
政配套齐全。很显然，接盘方
是看中了佳能热电所处区域优
势及前景。

与佳能热电类似，莲花糖
业同样因为设备陈旧，流动资
金紧张，无力技术更新改造，运
营成本高，多年来一直处于停
产、半停产的亏损状态。

虽然不似佳能热电那样资
不抵债，但其2016年全年也仅
有71.2万元的净利润，而今年
上半年，则亏损了4422.3万元。

说起莲花健康，作为国内老
牌的味精生产企业，曾经在行业
内荣耀无限。但近年来，随着国
内消费趋势的改变以及企业自
身发展的原因，逐渐失去了往日
的荣光，一直在亏损与全力扭亏
的路上徘徊。

就目前来看，尽管莲花健康
的主营产品中包含复合肥和面
粉等，但味精的销售收入仍然占
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即便
是同比增长了10.22个百分点，
但其味精产品的毛利率依然不
到14%。而根据莲花健康2016
年报来看，尽管去年实现盈利超
过6500万元，但主要是债务重
组与政府补助的贡献，如果去除
这些，其主业亏损超过1.5亿元。

资料显示，由于产能过剩、
环保压力大，加之鸡精鸡粉的冲
击，味精行业于 2007年、2013
年迎来两次大洗牌，原来的200
多家企业如今仅剩十余家。

一些老企业有的在这两次
大洗牌中彻底消失，有的早已开
始转型。诸如阜丰集团在味精
业务之外开始发展黄原胶业务，
2015年已跻身世界最大黄原胶
生产商之列。梅花生物则大力
发展氨基酸业务，完善发酵行业
从上游到化工的产业链，并涉足

生物制药等领域。
相比于上述企业，莲花健康

的转型虽然时间上晚了些，但也
已起步。

2014年下半年，睿康投资
入主莲花健康，成为新的控股
方。随着一系列的布局，开启了
莲花健康的转型之路。

一方面，企业名称由之前的
莲花味精变成了如今的莲花健
康；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所谓的
未来五年发展计划，将全面进军
智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领域，将
通过全球优质资源整合及公司
自身资源的优化配置，着力拓展
大健康领域的相关业务。也就
是说，莲花健康未来产业链条将
以“健康产品源、食品安全和营
养检测管理体系、土地和植物营
养、综合智慧农业、创新金融、现
代C2B、健康服务解决方案”“七
朵莲花”健康产品和服务大平台
为核心进行构建。

不仅如此，去年5月9日，莲
花健康一天内连发多条公告，一
口气成立了深圳前海莲花健康
企业管理、河南莲花优品贸易、
河南莲花现代农业发展以及河
南莲花智慧肥业四家企业，均是
对大健康领域进行的布局。

并且，根据其去年抛出的增

发计划来看，莲花健康要募集超
过15亿元用于生物和发酵高科
技园区技改项目、年产30万吨
植物营养和土壤修复产品工程、
第四代调味品和高端健康食品
工程及偿还借款。

可以说，近两年莲花健康的
一系列举动都是在围绕大健康
产业落子。而对于本次资产出
售，莲花健康方面表示，此举可
优化公司业务布局、调整产业结
构，减少缺乏竞争力的资产对公
司整体利润的影响，有利于改善
公司资产结构，并且转让所获得
的资金将用于解决公司历史遗
留问题，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策
略。

其实，早在今年6月份，莲
花健康就已经将旗下全资子公
司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的闲
置资产诸如磨粉机、打麸机、打
麦机、高方平筛、振动筛、电机、
管道管槽等相关机器设备和辅
助设备进行了处置，评估净值为
223.6万元。

在分析人士看来，处理不需
要或是非优质的资产换钱，用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投入到
新领域，可谓一举两得。莲花健
康可谓打了一手好算盘。

莲花健康资产腾挪谋蝶变
核心提示 | 自打大股东易主以来，莲花健康不仅完成

了更名，更是开启了转型之路。如今，两笔“旧”资产的抛售，
不仅帮其有效地清理了历史遗留问题，也可在优化资产配置
方面更进一步。

事实上，相关职权改革的
推进在我省正一步步深入。7
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取消和
调整省盐业执法监督局行政职
权事项的决定》，对省盐业执法
监督局（原省盐务局）的部分行
政职权事项进行取消和调整，
其中取消行政许可事项3项、子
项 1项，取消行政处罚事项 8
项、子项1项，调整17项，取消
和调整行政职权事项共30项。

记者注意到，在取消的8项
行政处罚事项中，包括对无食
盐零售许可证经营食盐零售业
务的处罚，以及无食盐准运证

或自运食盐（渔业、畜牧业用
盐）的处罚。而随着此次相关
行政处罚事项的取消，意味着
今后从事食盐经营销售的门槛
将降低，由原来的三证变为两
证，经营者只需要办理工商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即可。

在调整的行政职权中，《决
定》明确，将食盐许可证（生产
许可证、批发许可证）的核发调
整为两项行政许可事项：“食盐
定点生产企业审批”“食盐批发
许可”，实施部门也由“省盐务
局”调整为“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

河南盐改落地提速

超3亿元出售旗下资产，在优化资产配置方面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古筝

莲花健康超3亿元出售旗下资产

转型频频迈步

随着“盐改”的逐渐落地，也
激发了河南盐业的市场活力。

“短短几天约了8场盐企的商谈
或饭局，干了十多年零售，头回
见识盐商也能如此热闹。”郑州
市某超市投资人姜某直言道。

在盐业市场端，河南地处中
部，是所谓商战中的“四战之
地”，实施盐改后，市场销售主体
必将迎来多元化。

“因此前的盐业行政垄断，
市场条块分割无法形成统一的
市场，在产品方面，食盐种类比
较单一，中高端食盐等细分市场
开发严重不足。”湖北益盐堂市
场部总监孙渝鹏坦言，“河南一
亿人口的食盐市场，将成为各省

盐商眼里的香饽饽。今年在河
南省内市场参与竞争的盐企可
能在百家以上，甚至更多。”

5月19日，青海省盐业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正式挂牌
成立。产于青海省乌兰县海拔
3100米原生态天然茶卡盐湖的

“茶卡盐”也伴随着公司的成立
正式在河南市场面世。挂牌成
立当天，河南多家大型商超与青
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而“茶卡
盐”在河南108个县市设立食盐
专用库房，并从生产、物流运输、
仓储、中转配送至零售。

面对来势汹汹的外省盐商，
本省盐企也加速资源整合。去

年11月18日，中国盐业总公司
与河南省盐业总公司战略重组
的中盐中部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亮相，旨在通过兼并重组，
实现产销一体发展。

此外，河南还成立河南盐业
产销联盟。18个省辖市和10个
省直管县(市)盐业公司将共同组
建一个以资产为纽带的产销利
益共同体，联盟成员之间在食盐
产品、品牌、渠道、服务等方面展
开全方位深度合作。

“未来市场上盐企的较量，既
是技术、品控、标准化的竞争，也
是品牌化与消费者互动能力的比
拼，不断引导不同层次的产品对
市场服务。”相关业内人士说。

盐改激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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