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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层级简化
罗特克斯直接控制双汇发展

1月20日双汇发展发布的公告
中称，拟通过向控股股东双汇集团
的唯一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罗特克斯）发行股份的方式
对双汇集团实施吸收合并。

双汇发展表示，根据目前掌握
的情况，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为此，双汇发展股票自1月21
日（星期一）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
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企查查1月 20日工商资料显
示，罗特克斯是一家为专门参与双
汇集团股权转让项目而在香港注册
成立的项目公司，持有双汇发展和
双 汇 集 团 的 股 权 比 例 分 别 为
13.98%和 100%，而双汇集团又是
双汇发展的控股大股东，控股比例
达到59.27%。

这也意味着，一旦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成功，罗特克斯将成为直接
控制双汇发展的控股股东，而双汇
集团整体上市也意味着双汇发展的
资产规模及市场能力都将迅速放
大。

双汇发展2018年三季度报显
示，报告期内，该公司总资产规模约
为 237.88 亿元，净资产规模约为
146.7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66.54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36.52亿元，同比增长15.91%。

而2018年上半年，双汇集团总
资产则为 224.61 亿元，净资产为
120.56 亿 元 ，实 现 营 业 总 收 入
237.31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为 14.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8%。

如果双汇集团此次吸收合并成
功，罗特克斯与双汇发展间管理层
级将进一步简化，有利于提升控股
股东的直接控制力。

上述熟悉双汇的人士对此次合
并并不意外，在他看来，双汇集团与
双汇发展在人事关系上，早已“亲如
一家”，两家企业的高管，也经常来
回调派。

2014年11月，双汇集团原总经
理游牧调入双汇发展任职，2015年
8月，双汇发展原总裁张太喜调入双
汇集团任职，张太喜至今仍担任双
汇物流总裁。

屠宰、冷链行业现整合机会
万隆行业掌控力或再升级

上述熟悉双汇的人士表示，吸
收合并双汇集团之后，双汇发展的
资产规模和资金规模都将迅速放
大，对其加快整合屠宰业带来更多
胜算，增发股份和发债，都可能会成
为万隆提升行业掌控能力的选项。

屠宰业涉及生猪及其他禽畜的
宰杀、食品检疫及加工，是维系生猪
和成品肉之间最关键的一环。双汇
创始人万隆也常在公开场合以“一
位杀猪的”介绍自己。

2018年8月31日，农业农村部
下发《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
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规定了生猪及其产品
调运有关事项，包括生猪及其产品
调运不得从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
运。

业内消息认为，由于非洲猪瘟
疫情，“生猪跨省禁调”有可能会成
为常态化政策规定。

目前国内生猪产业分布不均，
养殖地主要生产区分布于四川盆
地、黄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
销区则集中在北京及东部沿海等发
达地区。长期以来主要以生猪跨省
调运的方式实现产销平衡。

自《通知》下发以来，大规模生
猪跨省调运基本停滞，主要产区生
猪价格大幅下降，销区生猪价格快
速上涨，浙江、河南生猪价差从2018
年7月末的0.75元/kg迅速扩大至
2018 年 12 月初的 4.89 元/kg。长
期以来生猪调运实现国内产销平衡
的状态被快速打破。而与此同时，
产区、销区生猪价格和存量的差异，
使得销区屠宰场开工率急剧下滑，
生产区的开工率获得加强。

上述熟悉双汇的人士表示，“调
猪”被禁止，意味着销区屠宰企业要
么转型，要么压缩规模甚至停业。

业内人士认为，政策变局，将促
使“跨省调肉”迅速取代“跨省调
猪”，以确保供应市场需求，同时最
大限度减少跨省调猪可能带来的疾
病传染风险。

在这位业内人士看来，《通知》
的出台，为提升屠宰业和肉类冷链
运输行业集中度带来了难得的机
会，同时在“屠宰”和“冷链运输”具
有明显优势的双汇发展，将迎来难
得的行业并购和扩张历史性机遇。

被置出的双汇物流
欲为更大发展做准备

2018年 12月 26日，作为双汇
集团物流板块的主体及核心，河南
漯河市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双汇物流）的股东发生重大
变更，持股85%的大股东由双汇集
团变更成为万通物流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物流），万通物流是
一家香港公司。

公开数据显示，双汇物流业务
最近两年发展较快，2016年度，双汇
物流实现营业收入12.6425亿元，实
现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净 利 润
6487.48万元，同比2015年分别增
长超过 8%和 11%。而在 2017 年

双汇发展拟合并双汇集团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1月20日，下午4点，双汇发展的一则公告，或将成为导致国内屠宰业和冷链物流行业大变局的“发令枪”。
根据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发展）当日公告显示，双汇发展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控股股

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汇集团）。
一位熟悉双汇的人士向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透露，此次合并或与去年“非洲猪瘟”导致的行业变局有关，吸收合并双汇集

团还只是开始，双汇发展最终的目的，或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屠宰业集中程度，同时为提升冷链运输集中程度带来机会。
就在此前不久，双汇集团物流板块脱离，被一家香港公司控制。

度，双汇物流及其子公司仅为双汇发
展提供的运输劳务金额就有约12.99
亿元。

据悉，双汇物流早期也属于双汇
发展上市公司体系部分。2010年12
月份，双汇发展按照“主辅分离”原则
进行重组，双汇集团及罗特克斯将屠
宰、肉制品加工等肉类主业公司股权
及相关配套企业注入上市体系，双汇
发展则将双汇物流85%股权置出给了
双汇集团。

这之后，双汇物流庞大的公路干
线冷链体系，也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
伸出合作的橄榄枝，其中包括麦德龙、
顺丰控股等，合作范围也从单纯的冷
链运输服务延伸至物流、商流、金融和
员工福利等方面，成为主推国内生鲜
食品行业服务领域发展和变革的重要
力量。

在这之后，双汇系创始人万隆在

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把双汇
物流从双汇集团里面单列出去，让其
走出去谋生。

但实际上，双汇物流与双汇发展
互为依赖的业务关联，很难用“单列”
的手段就能解决。数据显示，在2016
年双汇物流 12.64 亿元的业务营收
中，来自于双汇发展的业务量就达到
11.14亿元。而在2018年上半年，双
汇物流来自双汇发展的运输业务为
6.27亿元，占双汇发展运输服务总量
的85.66%。

上述熟悉双汇的人士表示，双汇
物流只是在股权上离开了双汇发展，
所谓走出去谋生，也可能只是放在了
一个更大的体系中，虽然万通物流是
香港公司，但是双汇物流的法人依然
是张太喜，或为更大的发展目标也未
可知。

双汇重组，实控人行业控制力或再增强

康乃馨探视服务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2009年推出“康乃馨理赔住院探
视”服务，对及时报案的客户提供住院
探视，为客户理赔答疑解惑、协助办理
理赔。在客户住院期间前置理赔服务，
不仅提升客户服务感受，而且大大减少
了客户申请理赔的时间。2018年服务
客户29439人次，探视率93.77%。

重疾先赔服务
信守承诺、关爱一生

客户罹患重疾，及时报案，出院前
即可完成赔付。客户陷入困境时，公司
提供主动服务，雪中送炭解客户燃眉之
急，真诚服务感动客户。2018年重疾先
赔服务客户814人次，服务率60%。

手机端服务
理赔更便捷

2013年推出全流程线上理赔服务，
客户利用微信、手机终端、泰康在线等
媒介就能理赔。另外手机端可操作预
约代办服务，客户可因需求选择代理人
上门取件，方寸之间尽享便捷。当前手
机 理 赔 服 务 57367 人 次 ，使 用 率

94.25%。

健保通理赔直付
免申请零等待

“健保通”直付式理赔服务，是通过
与合作医院数据共享，客户出院时，由
医院与公司结算其应赔付的医疗费用，
客户只需支付剩余费用即可出院。截
至 2018 年，健保通已签约合作医院
119家，遍布全省17个地市，服务2.3万
人次。

重疾绿通
彰显人性关怀

“重疾绿通”服务，当客户经二级以
上医院初次诊断罹患本服务约定重疾
或轻症时，如需协调安排专家门诊、住
院或手术时，可申请重疾就医绿色通
道。

河南分公司在重疾绿通的基础上
推出省内就医绿通服务，当客户罹患慢
性疾病、需要在省内部分三甲医院就医
时，公司为其提供绿通服务。省内绿通
是重疾绿通的有力补充，为更多需要的
客户提供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让重
疾、慢疾在萌芽状态得到遏制。

康乃馨理赔服务 让看病不用愁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亚玲

住院有探视，重疾可先陪，健保通理赔直付可让理赔免申请、零等
待……泰康人寿的“康乃馨理赔服务”推出以来，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秉承“信守承诺、关爱一生”的理赔服务理念，一直以来，泰康人寿
不断创新服务理念与服务举措，通过康乃馨探视、重疾绿通、手机理赔、
健保通理赔直付等服务举措，以高效、专业的理赔服务，持续提升“康乃
馨理赔特色服务”的理赔时效和客户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