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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重整曙光渐显
曾宣布注资 10 亿到 20 亿，资金无法到位因“投注差”
？
按照丰隆亚洲 4 月 13 日发布的公
告，
丰隆亚洲已经准备转让新飞股权。
自 2005 年起，丰隆亚洲以 90%的
绝对控股权全面入主新飞电器以来，
这家外资企业已经与这家知名白色家
电企业深度交集 13 年。这一次即将到
来的放手，令人感慨。
事实上，就在 3 个月前，丰隆亚洲
还以重整投资人的身份，对新飞公司
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
今年 2 月 8 日，新飞电器举行了一
场“开工仪式”，新飞电器管理人、金杜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朝辉，丰隆亚洲
投资人代表、新飞电器代总经理郭站，
新飞电器首席重整官李钆濬，以及新
飞的员工、供应商、经销商代表等均出
席仪式。
郭站当时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采访时称，接下来丰隆亚洲计
划向新飞电器注资 10 亿~20 亿元，用
于既有生产线改造、产品研发、市场营

销推广等。至于注资批次，会有详细的
工作安排。
但在短短两个多月后，缘何剧情出
现反转，
丰隆亚洲开始提议股权转让？
5 月 9 日，郭站向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解释称，丰隆亚洲并非不想给新
飞公司注资，而是多年来，丰隆亚洲持
续在给新飞公司注资，注资规模已经达
到了外商投资“投注差”要求的上限，丰
隆亚洲新加坡的钱也因此无法打入新
飞公司的账户。
所谓投注差，即对投资总额和注册
资本的比例限定。记者查询获悉，根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3 年发布的《外债管
理暂行办法》，投资总额 3000 万美元以
上、3600 万美元以下，其注册资本至少
应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按照新飞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截至
目前，新飞电器、新飞制冷器具和新飞
家电的注册资金规模分别为人民币
66863.77 万 元、12305.11 万 元 和 9900

万元。按照丰隆亚洲持股 90%来计
算，其实际持股新飞公司规模 8 亿元
有余，这意味着来自丰隆亚洲的注资
规模上限超过 16 亿元。
郭站告诉记者，新飞公司实际欠
丰隆亚洲的债务金额，超过了新飞公
司投注差的上限。即便是重整投资人
所要求的 5000 万保证金，也是以保证
金的名义打到管理人的账户，才得以
绕开
“投注差”
限制打进国内的。
在郭站看来，投注差的限制不仅
让丰隆亚洲的保证金延期打入国内，
进而导致重整进度延迟，也是导致新
飞公司之前不得不申请破产重整的重
要原因，丰隆亚洲的钱打不进来，新飞
公司自身产生的现金流又不足以满足
自身发展的需要。
不过，对于这一说法，北京市盈科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轩军给
出了另外的观点。他告诉记者，外商
投资方面，确实有投注差的限制，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修改公司
章程的方式来提升外商投资规模上限，如通过
董事会修改境内子公司的注册资金规模放大
外商投资总规模。

熟的技术优势，构建了完善的产品销
售渠道，也拥有数量庞大的成熟冰箱
行业技术工人。这些条件都意味着，
一旦一定规模的新资金注入，新飞公
司有望实现造血功能的恢复。
“新飞电器在除菌技术上，在国内
同行居于前列，也是行业标准制定者；
在外观设计上，新飞和德国顶尖的设
计团队进行了全面合作，引进了国际
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开发出了

多个令市场关注的产品。此外，新飞在节能、
智能等方面有不俗表现。”新飞电器一位人士
告诉记者。
知情人士透露，在接下来的二债会上，新
飞的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解决。
“新飞”作为一
个具备极高知名度的家电品牌，技术和质量的
严格把控，让其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保持了较
好的市场品质表现，品牌本身的正面形象较
好。尽管家电行业竞争激烈，但新飞公司重整
结束轻装前行中，
在市场方面依然有机会。

业内期待重生，品牌、技术优势仍在
“新飞”作为曾经在国内市场占据
20%市场份额的家电品牌，如今陷入
困境，
个中原因业内曾有不少分析。
如今，作为丰隆亚洲代表的郭站，
也给出了自己的反思。他说，对于新
飞的发展，丰隆亚洲也进行了反思，并
将新飞公司一系列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地方的失误，分别是管理脱离实际、研
发落后及生产线迭代较慢。
郭站进一步说，以前丰隆亚洲大

多数时候都是使用自己的高管，而对新
乡本地成长起来的高管并不重视，这直
接导致了“外部高管不了解新飞”及新
飞电器中层力量流失比较严重的问题，
管理问题也导致其市场反应的滞后。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在采访
中，部分业内人士依然对新飞寄于良好
的发展期望。
有业内人士提出，新飞公司在长期
的经营中，积累了良好的品牌优势、成

建行河南省分行信息技术助力普惠金融战略
阅读提示 |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建行河南省分行坚持科技引领，以科技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2017 年上线建设银
行总行统一开发建设的新一代核心系统，以组件化、参数化、智慧化为原则，组织企业级系统重构，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锻造了卓有成
效的业务支持能力，厚培了金融服务创新的基础。该行金融科技战略为普惠金融战略提供了技术支撑，赋予更好支持普惠金融客户的能力。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王延青

新一代核心系统搭建完整渠道体系
据悉，建行新一代核心系统实
现了集团层面的统一客户视图和
产 品 视 图 ，通 过 对 360 度 客 户 画
像、数据挖掘形成商机，
“以客户为
中心”的理念得到具体落地，做到
以客户为中心开展营销、以客户为
中心创新产品、以客户为中心提供

服务。创新搭建了装配工厂和全
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可快速推出定
制化的可销售产品，有效支撑了全
行业务发展。
新一代核心系统打通了全行
的渠道壁垒，搭建了完整、协同、智
慧的渠道体系，可提供随时、随地、

随需的多场景金融服务和一致的
渠道体验。新一代核心系统建立
了业内领先的企业级数据管理和
数据应用体系，完整定义数据规
范，实现了贯穿创建到应用全流程
的数据管控，全面夯实数据基础，
具备了企业级的大数据服务能力。

“快贷”融资新模式拓宽普惠金融覆盖面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
监管部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决
策部署和监管要求，落实 2018 年
全行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普惠金融
业务发展，建行河南省分行将普惠
金融相关信息系统项目的建设作
为 2018 年开局的重点工作，普惠
金融信息系统项目建设以支持小
微企业“快贷”全线上自助贷款流
程为切入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普惠金融服
务。
依托新一代核心系统，基于互
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创新，分行
推出个人“快贷”和“小微快贷”互
联网融资服务新模式，建立全新的
客户评价体系，选择优质个人客户
和诚信小微企业客户给予信用贷
款，采用全线上自助贷款流程，实
现针对性贷后预警监测，在客户选
择、信贷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全

面创新。客户可以足不出户，网上 “贷后三大工具”系统智能机控、主
办理，真正实现从贷款申请、审批、 动管控风险，建行河南省分行金融
签约到贷款支用的全流程线上操
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已取得显著成
作，做到资金实时到账。个人“快
效。依靠内外部数据信息整合直
贷”和“小微快贷推出以来，以便
连，依靠大数据技术，依靠系统功
捷、高效的流程迅速拓宽了普惠金
能不断完善，以往困扰银行的小微
融服务覆盖面。依托新一代核心
企业信息不透明，客户群体广、小、
系统，基于组件化协同开发技术， 杂的难点得到有效缓解，普惠金融
在服务于大众人群的民生类缴费
业务流程效率不断提高，成本、风
业务领域，建行河南省分行根据市
险、收益实现平衡，可持续的商业
场需要快速开发上线了各类民生
发展模式已初步打造形成。下一
缴费业务，可满足水、电、气、暖、通
步，建行河南省分行还将继续以金
讯等代缴费业务的全流程电子渠
融科技为支撑，聚合客户、接入场
道快速办理，提供普惠大众的金融
景、集成数据，打造面向市场和客
服务支持。
户的普惠金融交易与综合服务平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精准获
台，
构建普惠金融新模式、新生态。
客，
“新一代”精准营销、自动审批，

建行河南省分行
强力建设精品民生工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张晓路
建行河南省分行积极支持民生领域发展，长
期以来在服务实体经济、民生领域金融支持等方
面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截至 2018 年 4 月末，该行
民生领域信贷余额 98.11 亿元，较年初增长 12%，
同比增长 20%，投向涉及教育、卫生、广电、旅游、
水利等民生领域行业，支持省内民生领域客户达
136 户。
近年来，该行强力建设精品民生工程，与教
育、卫生部门合作开展各类活动及项目。2016 年
以来，连续两届冠名“建行杯”河南省“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深度参与，为大赛提供全方位
支持；与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一
大批省内知名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优质的
个人、对公金融服务支持省内高校发展；长期以
来，为省内各层级公立医院提供包括信贷、结算、
数字化医院建设等全方位金融服务，支持河南卫
生事业发展。
该行以系统搭平台，借助“互联网+”普惠金
融，持续创新银校通、银医通合作新模式，为教育、
卫生领域客户提供线上、线下全方位金融服务，全
面支持
“数字化校园”
“数字化医院”
项目建设，
服务
省内合作院校教职工和在校学生，服务省内医院和
广大患者。

善建者行——建设银行谱写新时代服务实体经济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