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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股份控股股东中化橡胶7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上市公司倍耐力轮胎

风神股份迎来全球发展平台
□本报记者 傅豪

控股股东收购全球第五大轮胎企业 风神股份涨停

3月24日早盘，风神股份开
盘即表现强劲，炫舞出“一字”K
线，涨停报价21.51元，涨幅达
10.03%。

刚刚摆脱信披违规风波的
风神股份，在本周二开盘即上演
股市旋风，源于该公司3月23日
晚公告发布的重磅消息。

3月23日，风神股份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与意大利Cam-
finS.p.A.等签署股份收购协议
的公告》。公告称，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化橡胶）拟在境外设立一
家控股子公司，收购全球第五大
轮胎制造商——意大利上市公
司倍耐力轮胎。

交易概况如下，中化橡胶拟
通过在意大利设立并始终由其
控股的子公司Bidco，以每股15
欧元的价格收购目标公司现控股
股东倍耐力(Pirelli)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26.2%股份，交易规模高
达71亿欧元，为2012年以来规
模最大的中企收购。收购完成
后，Bidco还将要约收购目标公

司剩余的普通股和全部优先股。
根据协议，中化橡胶收购倍

耐力，倍耐力随即退市，并将倍耐
力业务分拆为乘用车胎和工业胎
两块，其中工业胎业务将与中化
橡胶旗下的非上市轮胎相关资产
整合，并在条件具备时将包含倍
耐力工业胎的整合后资产与风神
股份重组，而其乘用胎业务将在
退市后4年内重新IPO。据业内
人士推测，乘用胎业务上市很可
能放在海外资本市场，以规避国
内同业竞争，与风神股份无关。

风神股份对接倍耐力 或迎爆发式增长

中化橡胶此次并购无疑将
给风神股份未来发展带来强劲
动力，不妨先看一下参与此次并
购的几大轮胎业巨头的“家底”。

收购方中化橡胶是中国领
先的全钢载重子午胎和工程机
械轮胎制造企业，也是中国最大
的汽车制动软管和高强力输送
带生产商，产品畅销全球140多
个国家和地区。

而风神股份公司位于河南
焦作，其控股股东便是中国化工
橡胶有限公司。中化橡胶持有
风神股份15964.21 万股，持股

比例为42.58%。
被兼并方倍耐力是具有

143年历史的“百年老店”，现为
全球第5大轮胎制造商，2013年
销售收入64亿欧元,经营利润
7.9 亿欧元，其销售网络遍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
全球高端市场排名第一，是F1
赛车的独家供应商，全球近半法
拉利均使用倍耐力轮胎。

“一段时间以来，中化橡胶
一直希望在轮胎行业物色到合
适的并购对象，通过并购摆脱对
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发展核心技

术，进入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
倍耐力已经覆盖了所有发达市
场，包括拉丁美洲市场，希望扩
大在亚太区的规模，而中国已经
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双方均
可获益，二者一拍即合。”接近此
次并购的知情人士如是表示。

在日后条件准许时，风神股
份将对接倍耐力的卡车和工业
橡胶业务。据了解，倍耐力工业
胎业务板块的销售收入、利润均
约占倍耐力整体业务的四分之
一，净利润率与风神股份相当。

兑现承诺 解决同业竞争

事实上，一直困扰风神股份
的便是同业竞争问题，问题得到
解决，其业绩改善空间巨大。

据了解，风神股份控股股
东中化橡胶及实际控制人中国
化工同时还控制的青岛黄海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双喜轮
胎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桂
林有限公司，而以上几家公司
所从事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
使业绩增长受到阻碍。

其中，双喜轮胎有限公司
和风神股份的主营业务极为相
似。风神股份的主营业务为全
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和工程机械
轮胎。而双喜轮胎的主营产品
也为上述两种轮胎。

为解决这个问题，2014年
6月风神股份曾公告称，中国化
工橡胶有限公司承诺2017年
前提出国内其余轮胎资产以风
神为平台整合的方案。

而此次并购协议中提到，
将倍耐力工业胎业务与中化橡
胶旗下的非上市轮胎相关资产
整合，即可能是指双喜轮胎等
相关业务，并在条件具备时将
包含倍耐力工业胎的整合后资
产与风神股份重组。

业内专家预计，收购倍耐
力的交易估计会在2015年年
底前完成，整合资产包装入风
神估计会在2017年年底前完
成或至少提出方案。

整合后，风神股份起码可
从5个方面获得“爆发式”的长
足发展：学习倍耐力先进生产
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引入倍耐
力管理经验及职业经理人才；
贴牌生产倍耐力轮胎，充分发
挥生产能力；共享倍耐力轮胎
全球销售渠道；倍耐力、风神在
同一控制人之下，风神品牌影
响力在市场上获得重估，品牌
溢价得到提升。

合并后将会令倍耐力的工

业轮胎业务规模翻番，加速倍
耐力产能向低成本地区转移，
提高倍耐力在中国市场的销
售。

业内专家表示，倍耐力制
造轮胎成本基本与风神相当，
但产品价格可以达到风神两倍
水平。风神股份获取品牌提升
价格，倍耐力获取低成本基地
降低费用。低成本+国际品
牌，取得“1+1大于2”的整合效
果。

事实上，除了恒星科技，过
去一个时期以来，上市公司财
报虚假记载和违规情形频发。

此前，就有风神股份因此
接受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下
发的行政处罚。

据绿靴资本统计，2014年
以来，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共
计开出大约30张罚单(按照上
市公司公告口径)，他们或因
为对关联交易、担保、诉讼、重
大合同隐瞒被罚，或因为延迟
披露重大信息、未完整披露资
金占用情况而违规。相对这
些稍显松散的处罚理由，值得
警惕的是，有 12 张罚单集中
指向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

行为。
业内人士指出，年报造假

的上市企业只需缴纳罚款、更
正财报，甚至连罚款都不须缴
纳，无须为其违法违规行为付
出更大的代价。

“相关监管机构要不断致
力于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
关制度，逐步建立起真正成熟、
有效的证券市场，为实现资源
的合理配置提供条件。同时，
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的处罚力度，通过增加其违法
违规的成本，引导市场走势，真
正反映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河
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
表示。

恒星科技财报违规风波平息
基于河南证监局决定结案，该公司已免除暂停和终止上市风险

□本报记者 万军伟

连续两年财报虚假记载 恒星科技违规受责

3月23日，河南恒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科
技）连发公告，披露此前财报违
规事项的整改报告，以及对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这意味
着，曾经备受质疑的恒星科技财
务违规风波，基本落定。

本报记者注意到，2014年
11月13日，恒星科技收到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决定对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

2015年3月16日，证监会
河南监管局对恒星科技下达《关
于对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两天后，恒星科技收到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终结告
知书。

本报记者注意到，《调查通

知书》披露，恒星科技存在多方
面违法违规事实。

其一，2012年，子公司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造成公司2012年
合并资产负债表多计预付账款
372.49万元、少计应收票据800
万元、多计应付票据 25000 万
元、少计短期借款25427.51 万
元。总体上2012年虚减总资产
472.51万元，占当期披露总资产
的0.13%，导致公司2012年财
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其二，2013年，子公司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造成公司2013年
合并资产负债表多计预付账款
955.16万元、少计应收票据3213
万元、多计应付票据 44600 万
元、少计短期借款46857.84万
元。总体上2013年虚减总资产
2257.84万元，占当期披露总资

产的0.68%，导致公司2013年
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其三，2013年，在“融易达”
业务中，公司会计处理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
融资产转移》的规定，造成公司
2013年合并利润表虚增利润总
额24.58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
总额的 0.77%，导致公司 2013
年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本报记者注意到，恒星科技
还存在的违规情况是，截至
2013年12月，公司对河南铂思
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预付账款
金额为200万元，进入预付账款
前5名，未在财务报告预付款项
金额前5名单位情况中披露。

3月23日，本报记者与恒星
科技取得联系，以获悉更进一步
情形，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回应。

整改方案出炉 免除暂停和终止上市风险

3月23日，恒星科技在公告
中表示，针对前三项问题，由于
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根据业务实质
和相关业务合同进行账务处理，
导致出现了科目记错、漏记资产
负债的情况，虽然整体变动不
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投

资者的判断。财务部门经过认
真咨询，仔细对照业务合同，细
致核算，重新调整了资产负债及
利润的相关数据，聘请有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调整事项
出具了专项的审核报告。同时，
该会计差错事项已经公司相关
会议审议通过并予以更正。

“对于第四项问题，经核查
属于公司财务人员工作疏忽造
成的排序错误，公司已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处罚。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更为严谨的
审查复核机制，坚决杜绝类似现
象发生。”恒星科技表示。

上市公司财务违规频现
呼唤加大处罚力度

本报记者注意到，恒星科
技在《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中解释说，本次
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是，公
司票据贴现业务的部分账务
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恒星科技称，鉴于公司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轻微，且
河南证监局已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河南证
监局决定对公司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案件进行结案。同时，公
司自本月起不再披露股票可能
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