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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会员首期
春游踏青活动圆满结束

4月17日，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由大
河阳光理财俱乐部、大河财富联合组织的
会员首期春游踏青活动如期举行，45位会
员共同前往中牟县一大型农场踏青赏花、
采摘草莓、挖莲藕、品尝地道农家菜。

本期活动自4月12日开启报名通道后，大河
阳光理财俱乐部、大河财富会员踊跃报名，45个名
额不足一天便已报满。

“这么好的天气，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太应景
了，趁这机会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再挖点莲
藕、野菜给孩子们带回来。”会员陈女士说。

当日上午9时，会员们带着激动和期盼的心
情，乘坐大巴从农业路东28号报业大厦门口出发
前往目的地——中牟县一大型农场。

到达农场后，工作人员对采摘注意事项进行
了简单的讲解，大家拿着分发的篮子，闻着空气中
飘荡着的草莓香味，迫不及待地钻进了草莓大棚。

中午时分，农场的大厨们为会员准备了地道
的农家午餐，地锅菜、地锅馍等让会员感受到与在
市区不同的用餐体验。午餐过后，会员们则分头
赏油菜花、挖莲藕、挖野菜，玩得不亦乐乎。

没能参加本次活动的会员还有机会，俱乐部
近期会继续组织春游踏青活动，会员可提前拨打
俱乐部服务热线预约报名。

理财市场鱼龙混杂，对于部分投资者而言，只
看高收益不看高风险，对理财产品缺乏专业辨别
力，专业、客观的分析推荐显得尤为重要。

大河阳光理财俱乐部作为大河报旗下品牌，
自2015年成立以来，只和正规金融机构合作，致
力于为会员提供相关理财产品信息咨询、金融知
识讲座、金融风险教育、投资项目考察以及会员成
功经验交流分享等项目。

对于俱乐部目前着力推荐的大河财富平台，
会员可重点关注。

大河财富成立于2017年12月，是大河传媒
有限公司从大河金服股权退出后，河南大河财立
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大河财立方”）整合大
河报、部分中原系金融机构等多方国有机构资源，
全资打造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

河南大河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是由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联合中原金控、
中原证券、中原资产、郑州投资控股、河南华隆股权
投资基金共同发起设立的，构建国内财媒界首家
金融投资服务链接商。

温馨提醒：目前福利活动仅针对大河阳光理
财俱乐部的会员开放，读者如需加入俱乐部，可扫
码关注“大河财富官
微”回复“姓名+电
话”或拨打俱乐部会
员服务热线:

0371-61171939
61171933

（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B 专业推荐 理财更省心

A 芳菲四月 踏青采摘

承袭在产品研发方面一贯的创
新力，近日，恒安标准人寿推出首款
双主险组合——恒安康综合健康保
险产品计划，志在打造公司旗舰产品
品牌，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综合保
障。据了解，新推出的恒安标准恒
安康综合健康保险产品计划（成人
版）保障全面，可实现多种功能。

首先，百种疾病保障，疾病分组
赔付。该计划承包范围包括75种
重疾、35种轻症，重疾、轻症各分两
组，最多可享受4次疾病赔付，且对

患病时间间隔无要求。
其次，恶性肿瘤倍呵护，原位癌

轻症多倍赔。恶性肿瘤和原位癌最
多可分别按重疾基本保额、轻症基
本保额的2倍进行赔付。

再次，保费豁免显真情，人性关
怀更贴心。罹患轻症疾病，豁免本
计划部分后期应交保险费，而且可
提供身故、全残及意外保障，为客户
提供安心保障。

最后，增值服务贴心送，海外二
诊价值高。客户足不出户，即可获

得国际前沿的美国知名医院专家会
诊报告，个性化诊疗指导可以帮出
险客户做出明智的医疗决策。

恒安标准人寿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致力于成为富于创新和值
得信赖的寿险与财务规划专家。针
对成人及少儿健康保障的需求特点，
恒安标准精心研发三款个性化保险
计划，包括恒安康成人版保险产品计
划、恒安康少儿版保险产品计划、恒
安康少儿全面版保险产品计划，以
满足不同人群健康保障需求。

恒安标准人寿打造旗舰产品品牌——

恒安康：可多次多倍赔付的重疾险

赏花 采摘 品农家饭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张英俊

“隐商”于泳的资本猎场
（上接A01版）

是产业扩张的客观抉择，也是更
大商业版图的一部分——回看洛阳
钼业的发展路径，可以推断的是，站
在洛阳钼业幕后的于泳，对其海外矿
业资本的扩张起着关键作用。

洛阳钼业主要从事钼、钨及黄
金等稀贵金属的采选、冶炼、深加工
等，目前是全球前五大钼生产商及
最大钨生产商，全球第二大钴、铌生
产商和全球领先的铜生产商，同时
也是巴西境内第二大磷肥生产商。

在其全球布局的征程中，不得不
提及两次上市经历。2007年，洛阳
钼业在港交所上市时，适逢港股大
牛，总市值在当年10月一度突破900
亿。随后不久，金融危机爆发，洛阳
钼业股价大跌超过90%。加之钼价
下滑，洛阳钼业业绩降幅接近77%。

随后，洛阳钼业将目光转向A
股。2012年10月，洛阳钼业以A+
H股的形式在A股上市，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约5.58亿元。公司打算向
钼、钨金属方向进一步深入。但当

时的市场环境并不乐观，钼价低迷，
钨市场整体库存积压。

受此影响，洛阳钼业A股上市
后的第一年度表现平平，公司遂转
向另一条扩张之路——海外并购。

2013年12月，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洛钼控股（CMOC Limited）以
约8亿美元（约49.04亿人民币）收
购澳大利亚北帕克斯铜金矿80%权
益及相关资产。

此外，洛阳钼业对原有业务进行
了整合，2013年将洛钼合金100%股
权以约2.18亿元出售给厦门钨业，
2014年将坤宇矿业70%股权以约7
亿的价格出售给紫金矿业。

2016年至今，洛阳钼业再度掷
40亿美元揽下两宗境外资产的收购。

洛阳钼业在近两年年报中也明
确提出要“在巩固和提升现有业务
行业竞争优势的同时，致力于在全
球范围内投资整合优质资源类项
目，将公司打造成具有全球视野的、
具备深度行业整合能力的国际化资

源公司”。
长期以来，我国各类矿产资源

相对紧缺，人均享有资源少。近年
来，以铜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出
现确定性上涨，新能源、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增长，带动
铌、钴等原材料价格攀升。洛阳钼
业在海外进行矿业收购布局，不仅
是其自身的发展需求，更可以极大
缓解国内矿业资源压力。

另据了解，除矿业以外，鸿商集
团还是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华
夏航空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占
到40%。于泳的商业版图还包括保
险、新材料、通信、电器、医疗等。全
部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没有任何
负债或银行借款。

去年7月，鸿商集团就计划以
1.71亿欧元、溢价50%的水平收购
柏林分子诊断公司Epigenomic-
sAG，进一步加码医疗领域。

可以预见的是，于泳在全球资
本市场的冲杀远未停止。

洛阳钼业无疑是于泳在资本市
场“成名”的起点。从入资到获得实
际控制权，鸿海集团经历了整整10
年长跑。但反过来讲，以10年蛰伏
为代价，也是名不见经传的鸿海集
团在洛阳钼业改制中打败竞争对手
的原因。

这是于泳资本阶梯的关键一
步。

2004年9月，河南省栾川县政
府批准洛阳钼业重组及增资。重组
前，洛阳钼业资本金2.51亿元，为地
方政府全资拥有。

在多方资本的争夺中，洛阳钼
业最终选择了在控股权问题上做出
让步的鸿商集团。

鸿商集团当时拿出4101万元

作为职工改制身份置换金，并以
1.37亿元从洛阳国资委手上受让洛
阳钼业(上市前)49%的股权，成为第
二大股东。而随着资本的注入，洛
阳钼业的产能迅速扩大，主营业务
狂飙突进。

2007年，洛阳钼业成功登陆港
股，募资达81亿港元，李嘉诚、李兆
基、郑裕彤等共斥资1.6亿美元认购股
票。据悉，上市后，鸿商持有的洛钼
股权最高市值曾达到360亿港币，
金融危机之后市值稳定在100多亿
港币。而洛钼多年现金分红给鸿商
集团带来数十亿元收入。

入资洛阳钼业十年后，他再次
闪电出手，谋求对洛阳钼业的控股
权。

2014年 1月8日，洛阳钼业发
布晚间公告称，公司股东鸿商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近日通过二级市场
增持取得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具体过程是：2013年 12月 10
日至2013年12月23日，洛阳钼业
股东鸿商集团通过其香港全资子公
司鸿商香港于二级市场不断增持。
最终鸿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
有公司约18.27亿股（约占公司股本
36.01%），已超过洛矿集团所持公司
股份 17.77 亿股（约占公司股本
35.00%）。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去年年底，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流通股
占股比例为31.58%，洛阳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占股31.56%。

于泳在资本市场的果决，从一次
对境企业外购过程中也展露无遗。

2012年，鸿商集团对一家澳大
利亚的上市矿企产生了兴趣，并决
定通过旗下合资公司CFC联手中非
发展基金实施并购。这家名为Dis-
covery Metals的公司是一家铜矿
勘探商和生产商，旗下拥有非洲南部
国家博茨瓦纳的一处大型铜矿项目。

收购价提出时，较Discovery
Metals过去20个交易日内按成交
量加权的平均价溢价了45%。

鸿商集团此时已具备足够资本
实力，信心十足。公开资料显示，这
一收购将通过现有的流动资金和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定期贷款交
易融资。

但面对如此丰厚的收购条件，
Discovery Metals 董事会却拒绝
了收购计划。

2012年 10月23日，鸿商集团
发起对 Discovery Metals8.24 亿
澳元的“敌意收购”，由花旗集团担
当顾问。

于泳在声明中表示：“在没有任
何合理理由的支持下，Discovery
Metals董事会做出拒绝尽职调查
及进一步接洽的决定，促使鸿商集
团决定绕过Discovery Metals 董
事会(直接向股东递呈收购要约)。”

不过在次年2月，鸿商集团又忽
然宣布放弃对Discovery Metals
的收购。

其在声明中表示，Discovery

Metals公司之前提供的信息有债
务风险，另外指出该公司“矿床中氧
化物及过渡矿石与硫化物的比率高
于预期，而较之于储量及矿石品位
稀释工艺，矿石品位显得较低”。等
于是告诉所有人它估值过高。

声明发出后，Discovery Met-
als在悉尼的股票价格应声暴跌。

这个商战故事还有个值得玩味
的细节：据了解，与鸿商集团联手的
中非发展基金在2007年由国务院批
准、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成立。这是目
前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和第一
只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
截至2014年已安排30个非洲国家
的60个项目，实际投资近16亿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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