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完成后
杠杆比率将降至200%内

恒达10月 30日公告称，
恒达集团控股的股份代号为
3616，拟向全球发售3亿股股
票，其中拟于香港发售3000万
股，拟向国际发售2.7亿股。其
中香港发售规模可根据有效申
请量适当调整，但不得多于
6000万股。

按照计划，其全球发售预
期股份将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9时在联交所
买卖，每手2000股。

恒达集团公告显示，发售
价将不高于每股发售股份1.40
港元，且预期不会低于每股发
售股份1.02港元。

恒达集团公告称，如发售
价为每股1.21港元（其招股章
程所载发售价范围中位数），恒
达集团将获得全部发售所得款
项净额约3.045亿港元。

发售所得款项净额将用于
三个方面，其中2.13亿港元（或
70%）将用作开发恒达集团现有
项目（包括开发中及未来发展项
目）所需建筑成本提供资金；其
中6090万港元（或20%）将用作
恒达集团潜在开发项目所需土
地收购成本及建筑成本，以及目
前营运所在城市及未来的目标
城市物色及收购地块获得土地
储备提供资金；其中3050万港
元（或10%）将用作公司营运资
金及其他一般用途。

在过去的发展中，恒达集
团一直使用的高负债经营策

略，积累了大量土地储备，可供
其未来8到10年的物业开发
使用，而这也导致其较高的杠
杆比率。

数据显示，2015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年4月30日，恒达集团的
杠杆比率分别约为 677.0%、
762.7%、406.6%及 340.4%。
恒达集团预计，上市完成后，其
杠杆比率将约低于200.0%。

恒达集团认为，上市将能
促进其实施持续增长及进一步
扩张业务的业务策略，亦将提
升其品牌、企业形象及认可度，
并帮助恒达集团保持在市场上
的竞争力。

另外，由于香港在全球金
融市场上高度国际化且十分成
熟，恒达集团认为其可以通过
上市建立有效且持续的集资平
台，股份的流通性亦将提升。

三次递交招股书
终成河南第4家港股房企

资料显示，港交所是众多
河南地产企业上市的目的地，
在此之前，已有多家河南房企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成功
登陆香港资本市场。这其中就
包括目前河南最大的地产企业
建业地产以及后来的伟业控
股、正恒国际控股等。

2017年，建业地产主营收
入138.79亿元，净利润8.11亿
元，领跑河南上市房企；伟业控
股营收17.48亿元，净利润1.16
亿元；正恒国际控股营收10.63

亿元，净利润1.27亿元。
而恒达集团去年营收15.5

亿元、净利润1.48亿元，与伟业
控股、正恒国际控股等港股上
市公司盈利水平大体相当。

为筹划香港上市，2016年
7月22日，位于香港的恒达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在开曼群岛
注册成立，主要业务为投资控
股。恒达集团通过两家境外子
公司大地BVI及大地香港持有
8家内地经营附属公司（即河南
大地、宋基大地、许昌恒木、许
昌恒达、信阳恒达、禹州恒达、
长葛恒达及假日宝呈）的股权。

但这并非恒达集团首次上
市行动，该公司第一次尝试上
市的操作，要再往前推11年。

接近恒达集团的业内人士
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2005年前后，恒达集团曾有意
借壳焦作鑫安实现国内A股上
市，但后来因调整发展战略，放
弃了这个上市机会。

经过3年的辅导和准备，
恒达集团分别于2017年6月9
日和今年3月1日两次向港交
所递交招股书，今年8月30日
恒达集团第三次递交招股说明
书。

上述接近恒达集团的业内
人士说：“启动上市之前，恒达
股份发展策略更倾向于负债经
营，2014年之前的利润很大部
分用于偿还借款利息。”2016
年，受融资环境影响，同时为了
在健康运营方面符合港交所的
要求，恒达集团开始有意识地
放缓负债扩张的步伐。

恒达集团赴港IPO通过聆讯
许昌最大房企三冲IPO有果，拟全球发售3亿股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通过香港联交所聆讯4天后，恒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集团）发布了其
股票发售公告，拟向全球发售3亿股公司股票。根据公告，此次拟发售价格不低于1.02港
元，不高于1.40港元，发售所得资金将分别用于房地产开发、购买新地块和企业运营所需。

而这距离最近一次提交招股书，刚好过了两个月时间。

2018年11月1日～7日 责编 张翼鹏 美编 张峰

A04 报道·聚焦

全国第二家尝鲜
5.6亿并购11天过会

10月29日中午，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召开第
52次会议，设研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获无条件通过。

据9月22日发布的收
购草案，设研院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
式，购买中赟国际87.20%
的股权，交易金额拟定为
5.6亿元，其中，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2.87
亿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
对价总计2.73亿元。

从5月29日披露筹划
收购事项，到8月28日发布
收购预案，到10月18日申
报上会，再到过会，设研院
收购中赟国际一路顺风顺
水，尤其是从申报上会到过
会，仅用了11天时间。

而常规审核通道，需要
等待的时间要漫长得多。
有媒体此前对今年“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项目审核周期
进行统计，一般从受理到上
会需要40~180天时间。

此次设研院能快速过
会，得益于10月8日证监会
发布的《关于并购重组“小
额快速”审核适用情形的相
关问题与解答》，对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的小额交易，

直接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议。

政策发布后，已经申
报上会的北京上市公司拓
尔思为适用快速通道，修
改申报方案，调减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数
额，成为首家尝鲜企业。
设研院成为“小额快速”政
策东风下第二家通过审核
的企业。

并购完成后
未来发展路径渐显

此次并购，对于设研院
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双
方如何协同？这些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设研院董
事长、总经理常兴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给予了回答。

常兴文表示，中赟国际
是河南省六大行业院之一，
在全国的煤炭行业院中排
名也非常靠前。收购中赟
国际，可以获得其先进技
术、专业人才、高质量服务
以及成熟项目经验。结合
其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优
势，通过技术升级、综合服
务专业化等外延式发展，迅
速进入煤炭、磷、有色金属
等地埋型矿业设计行业、拓
展工程总承包（EPC）业务
发展模式。

设研院5.6亿并购过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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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快速”全国第二单

遇到平安
宝妈开启人生新篇章

“你相信吗？两年前的此
刻，我正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
觉得眼前一片灰色，可是现在
……”10月底的古城安阳秋高
气爽，谈及近年的人生状态时，
李路两手一摊，指指自己，眼前
的她画着淡妆，头发高高梳起，
装扮利落得体。“一切都是因为
遇到了平安！”她感叹。

宝妈李路从来都不是一个
安于现状的女人。父母经商，
她从小耳濡目染，更懂得幸福

生活需要努力奋斗得来。“我并
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全职妈妈，
我希望自己也能赚钱，希望能
帮丈夫分担一点压力，希望成
为父母的骄傲。”李路说，她曾
考上公务员，但不甘心一眼望
到老的职场前景，三年后辞职
寻求新发展；她曾开过小店、做
过微商，却屡屡碰壁，还落下亏
空。

不过，即便经济压力不小，
爱子心切的李路还是在2014
年就筹钱为两个宝宝分别投
保，她与平安的缘分也就此埋
下。

2017年元月，正在为做微
商期间留下的一大批压货而发
愁的李路，本着散散心的想法，
接受平安代理人的邀约，去参
加产品说明会。活动现场，一
个平安伙伴的个人分享深深触
动了她：“女人一定要经济独
立，财务自由，人生才更加自
由！”“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李路说，她当场表示愿意加盟
平安，开始新的尝试。本科毕
业，又具备一定从业经历的李
路，恰好符合平安人寿U+人才
培育计划的条件，她顺利入职，
宝妈的新世界就此打开。她感

叹：“加盟平安后的这段时间，
是我一生中成长最快的时刻！”

留在平安
源于一份心安

“加盟平安后，我好像打开
了一片新世界！”李路感慨，太
多的人生第一次在平安开启：
第一次登台分享、第一次带领
团队、第一次为客户设计产品
方案、第一次作为安阳的U+代
表在数百人的平安人寿U+高
峰会上演讲……

“每一个进步，都有伙伴为
我喝彩；每一个问题，都有公司
的培训指引；每一次晋升，都有
团队长的悉心规划和指引
……”李路感慨地说，“我迎来
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一直单打
独斗的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团
队的力量和平台的魅力，我终
于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了！”

获益最多的就是平安的培
训，李路说，以前从商都是单打
独斗，自己琢磨，无人指引；加
盟平安后，她充分感受到平台
的魅力、培训和学习的力量。

业务培训让她懂得了保险
的重要性，知道自己当初坚持
把有限的资金先用来给孩子买
保险，其实是很不科学的，家庭
投保的顺序应该先给家庭的顶
梁柱投保，然后再从大人到孩
子。

2018年4月，李路顺利晋
升为业务主管，公司的管理培
训随即跟上，让第一次带团队
的她快速成长。如今，她的团
队马上就要育成一个小组，业
务蒸蒸日上。

“如果说，加盟平安是源于
一次心动；那么，留在平安，则
是源于一份心安！”李路说，她
已经给自己做好了三年职业规
划，计划明年四月晋升高级主
管，两年后冲刺部经理。

宝妈李路：加盟平安，迎来人生高光时刻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薛光明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想把世间的最好都送给两个宝宝；她是不甘
现状的主妇，总想为丈夫分担一点压力;她屡次尝试，无奈处处碰壁，还
拉下亏空。直到遇到平安，骚动的心终于可以大胆安放。她说：“奋斗的
路上，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跌跌撞撞孤独前行。”

她是李路，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安阳中支一区第四营业部业务的
U+主管。回顾近年来的经历，李路感慨万千：“平台的魅力、团队的力
量、制度的激励，平安就像一束光，终于照亮了我奋斗路上迷茫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