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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股份千里迢迢棕榈股份千里迢迢““入籍入籍””河南河南
□本报记者 樊霞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

一系列国家政策相继出台，让正在转型发展的企

业渴望抓住新一轮风口。

作为省级投融资公司，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豫资控股集团”）旗下的河南

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简称“豫资保

障房”）不到半年时间，成功牵手广东上市公司棕

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棕榈股

份”），成为其具有控制权的第一大股东，使相隔

1500多公里的国资和民企两股资本力量高度融

合，共同聚焦生态城镇建设等多领域发展。

6月 19日，郑州市。棕榈股份在为其举行

的迁址签约仪式上正式亮相，宣布“户籍”由广东

省中山市变更为河南省郑州市，成为我省第 80

家上市公司。

一家广东公司何以成为河南的公
司？

公开资料显示，棕榈股份创始于
1984 年，于 2010年在深交所上市，是
国内率先转型“生态城镇”业务领域、
助力国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现代企业。出于战略发展需要，在
当前的经济与金融环境下，棕榈股份
需要更多资源、融资渠道等方面的支
持，推动自身生态城镇事业的进一步
壮大。

而豫资保障房为豫资控股集团
100%控 股 子 公 司 。 豫 资 控 股 集 团
2011年成立,注册资本 100亿元，截至
2018 年年底，集团资产总规模超过
2671亿元，是河南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
级投融资公司，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
职责，是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统贷统还
平台公司。2018年，豫资控股集团根据
河南省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积极转型、升
级发展模式，文化旅游产业加绿色环保
成豫资控股集团重要的支柱产业。

双方企业发展经营理念高度契合，
迅速达成合作意向。

2018 年 11 月 10 日，豫资控股集
团成立了棕榈股份并购项目工作小组，
并同时启动了项目准备工作。当年12
月 10日，正式启动对收购棕榈股份控
制权的现场尽调。尽调成员分成三个
小组，马不停蹄、不分昼夜地对棕榈股
份总部、主要项目进行了现场尽调。

2019年 2月 2日，河南省财政厅出
具了同意豫资控股集团收购棕榈股份
控制权的批复。2月12日晚间，棕榈股
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
吴桂昌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总经理林从
孝将共计 1.95 亿股，占棕榈股份总股
本13.1%的股份，转让给河南省财政厅
实控的豫资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豫资
保障房。转让完成后，豫资保障房成为

棕榈股份第一大股东。
5月13日，豫资保障房收到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棕榈股份现股东与豫资保障房签署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已满足生效条件，豫
资保障房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
额最大的股东，豫资保障房成为上市公
司具有控制权的股东，河南省财政厅成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5月 17日晚，棕榈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召开董事会选举通过潘晓林女
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紧接着，
6月 13日，棕榈股份发布 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显示，会议审
议表决通过了变更公司注册地址、调整
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三个
议案。

至此，不到半年时间，这场并购重
组高效完成。按照协议，棕榈股份注册
地随之迁往郑州。

棕榈股份迁址受到了热情欢迎，郑
州市各区都伸出了“橄榄枝”。经过反
复磋商沟通，郑东新区管委会以更优惠
的配套措施、更高效开放的营商环境，
成功将这棵“棕榈”引栽到了本区。并
和豫资控股集团通力协作，短短 71天
就办妥了棕榈股份入驻的全部手续，6
月 18日，棕榈股份拿到了郑州的营业
执照。6月19日，棕榈股份与郑东新区
管委会、豫资控股集团达成协议，豫资
控股集团总部将在郑东新区龙湖金融
岛落户，棕榈股份总部将在白沙园区落
户，以推动郑东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生态旅游产业升级。

“棕榈股份注册地迁址郑州，将为
郑州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从长远来
看，公司核心技术及优势项目引入当
地，也将促进同类产业的发展，产生‘鲶
鱼效应’。”一位业界观察人士说。

在豫资控股集团的发展布局中，此
次并购棕榈股份，不仅是集团转型发展
的标志，也充分体现出其背后的投资逻
辑。

自成立以来，豫资控股集团始终坚
守站位全省大局、服务市县发展的理
念，重点围绕新型城镇化项目、棚户区
改造、PPP 项目、产业基金等领域开展
业务。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政府投融资体制
改革的推进，按照豫资控股集团战略发
展规划，集团的运营也面临转型升级：从
资金“通道业务”转向“专业化资本运
营”；同时拓展资产管理业务，通过加大
对外投资控股与收购，将业务相关板块
企业进行整合。

2018年，豫资控股集团根据省政府
批准的功能定位，按照“轻资产、轻架构、
简模式、广覆盖”的运作机制，围绕“产城
融并举，内联外引，深化国企改革，打造
业务合作生态圈，支持河南高质量发展”
的整体思路，提出豫资控股集团将打造
成基础设施投资服务主体、战略新兴产
业投资和引导主体、国有资产管理主体
和国有资本运营主体。

为此，豫资控股集团进行了“1+3”战

略布局。“1”即党的建设高质量；“3”即绿
色环保、文化旅游和重装工业物流三大
主营业务板块的打造，重点支持 3 个区
域，即郑州大都市区、洛阳副中心和我省
承接的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经济带产业
转移经济带；并以文旅行业为切入点积
极推动集团市场化转型。

与此同时，豫资控股集团的多元化
融资渠道也更加完善，出资能力增强，

“三结合”+“三打通”成为其显著特点。
“三结合”即中期和长期相结合，直接融
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政策性资金和市
场化资金相结合。“三打通”即银行资金
和保险资金打通，老债和新债滚动打通，
基金和上市公司打通。

在此背景下，并购重组棕榈股份成
功，直接帮助豫资控股集团实现了政策
性资金和市场化资金相结合，打通了基
金和上市公司资金流动渠道，让豫资控
股集团的融资循环更加通畅。而棕榈股
份“生态优先、民生为本、产业兴旺”的生
态城镇模式，可助力豫资控股集团通过
抓资本、促落地，加快转型发展。

综上可知，棕榈股份“入籍”河南，对
于豫资控股集团来说，更在于“落一子而
全盘活”之要义。

高度共识 合作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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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 共建美好明天

云漫湖：山地旅游生态城镇

三千漓：文旅融合体验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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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龙河：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棕榈股份抓住国家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等政策机

遇，稳步推进生态城镇战略，初步形成了生态城镇业务

六大产品线——特色小镇、休闲度假区、田园综合体、文

旅综合体、旅游景区与城市升级综合体。落户郑州后，

棕榈股份打造的浔龙河模式、时光系列、乡愁系列、

三千漓等生态城镇模式将陆续

引入河南。

河南资本走出去，高端资源引进
来。“并购重组旨在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和
科学的生产关系。”秦建斌在采访中明确
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是棕榈股份具有
控制权的第一大股东，但决不控制棕榈
股份的发展。”

6 月 12 日，豫资控股集团旗下的河
南省中豫文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豫
文旅投资）总经理侯杰从三门峡考察归
来，将就黄河天鹅湖旅游度假区等项目
和棕榈股份进行合作。此外，中豫文旅
投资还准备将棕榈股份的浔龙河模式、
时光系列、乡愁系列、三千漓等模式引入
河南。

事实上，早在今年 2月份，棕榈股份
就已经组建专业团队进驻河南，并与中
豫文旅投资达成了全面合作，双方已实
地调研河南多个重点文旅项目，为后续
的项目落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棕榈股份适时引入战略股东豫资控
股集团，双方将在产业协同、资源整合、
项目投融资、资本运作等方面优势互补、
短板对冲。”棕榈股份董事长潘晓林说。

“优势互补、短板对冲”是豫资控股
集团“朋友圈”里的合作原则。合作伙伴
国开行河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就深有体
会：鉴于豫资控股集团始终关注社会经
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以及在产业项目领
域独到的选择眼光，愿意优先给予豫资
控股集团重点项目融资支持。在棕榈股
份迁址郑州的签约仪式上，央企中信集
团子公司及银行与豫资控股集团也签订
了合作协议，表示将在工程建设产业、医
疗养老产业、金融服务产业等多个方面
进行深度合作。

基于此原则，豫资控股集团充分发

挥了“朋友圈”的优势：与中国国新、清华
启迪、IDG资本、中青旅、中科院大化所等
知名投资机构、运营机构和院所合作，引
进先进的服务业业态进入河南。

此次牵手棕榈股份，棕榈股份布局
河南生态城镇战略的三大核心优势能力
颇为引人注目:一是因地制宜的顶层策
划能力，解决生态城镇“建什么、怎么建”
的前端问题；二是打造专业优质的运营
团队，解决生态城镇“如何运营”的问题；
三是输出与时俱进的产业内容，解决生
态城镇“可持续发展”和更新迭代机制的
问题。

这一优势将对河南城镇化发展及乡
村振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
根据协议，豫资控股集团也将在项目业
务领域、金融等方面和棕榈股份进行全
方位合作。

有了豫资控股集团的鼎力支持，对
于未来棕榈股份的发展，潘晓林信心十
足：“公司将继续维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优势地位，同时重点布局河南省域，通过
轻资产化的方式，全面进行模式输出。”

棕榈股份迁址仅仅是开始，集团规
划蓝图的实现关键在人才。“2019年，我
们将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打造豫资控股集团人才队伍
的高质量，通过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来投
资高质量的项目，通过高质量的项目支
持全省高质量的发展。”秦建斌说。

乘风破浪再出发。当前，生态文明
建设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
美丽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豫资控股集
团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为
建设美丽河南、让中原更加出彩而努力
奋斗。

由于“新东家”入主，棕榈股份被寄
予厚望，但又因业绩下滑遭受质疑。对
此，豫资控股集团方面认为，棕榈股份
作为成熟的生态城镇服务商，豫资控股
集团更看重其在园林绿化、生态城镇建
设方面的优势，“豫资控股集团一向以
中长期投资为主，而这些恰恰是中长期
收益项目”。

据了解，在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下，豫资控股集团一直致力于将低成
本的中长期资金引进河南，在资金方面
为全省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输
血”保障。

近年来，豫资控股集团先后成功实
施全省“支持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百亿
计划”“城中村改造双百亿计划”“公租
房建设三百亿计划”“棚户区改造项目
千亿计划”等多个投融资计划，以及其
管理的3000亿规模的河南省新型城镇
化发展基金,发起设立 1000亿的河南
省现代服务业基金等，在全省范围内累
计支持各类项目900多个，可谓做得有
声有色。

但豫资控股集团并不满足于此，而
是积极寻求更深入的合作方式和更广
阔的合作空间。如果说棕榈股份出于
战略发展需要寻求合作，对于豫资控股
集团来说，并购棕榈股份的内涵则更为
丰富。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
镇化的持续推进，行业发展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河南是全国重要的
粮食和农业生产大省，中原地区也是中

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目
前，河南已拥有 18 个国家级特色小
（城）镇、省级重点示范镇第一批 68
个。但在业内人士来看，我省的生态城
镇建设及特色小镇发展还在起步阶段，
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产业基础较为薄
弱。而棕榈股份在产业运营和小镇(新
型产业城区)规划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随着股权转让的顺利实施，双方将充分
发挥协同效应，在生态城镇领域展开深
度合作。

国有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一直是
豫资控股集团思考的命题。如何促进
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
力，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深入探索。本次
并购重组既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证券
化率，也是国企混改的有益探索，无疑
将有利于激发国资经营管理新活力。

更直接的意义是，豫资控股集团通
过上市公司平台投资产业、整合政府资
源，盘活存量资产并转化为资金，以股
权为纽带，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
作，提升公司的业务竞争力和行业地
位，成为省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
重要抓手。

“作为省属功能类企业，我们必须
时刻牢记自己的功能定位，聚焦主业，
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完成好省委省政府
的重大决策。”豫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秦建斌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