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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房天下莫天全增持5%股份 万里股份或将重组

“长安”红酒仅供内部“消化”

记者看到，这款干红葡萄酒，酒瓶身上标
注原产国智利，进口商：重庆长安汽车国际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尽管记者是初次见得这款
酒，但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早在2013年，长安汽
车在法兰克福车展发布海外事业战略后，那次
历时20多天，全程近7000公里的南美探寻之
旅。

作为一家传统汽车制造商，酿制红酒自然
不是长安汽车的长项。术业有专攻，因此专业
的事还需专业的人来做。据了解，长安汽车
并未实质性参与酿酒的过程，仅仅与智利
的一家酒庄合作，而长安汽车则以进口商
的身份参与。

市场上哪里可以买到这款红酒？“这
个酒，内部‘消化’都紧俏得很，哪里还
会供应市场。”长安汽车内部人士透露，
这款酒价格约为500元左右，但目前并
未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车企卖酒长安汽车并非个例

事实上，长安汽车并不是最早涉足
酒业的车企。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进入汽
车行业的企业，在智利有酒庄的还有江
淮。

具体何时收购、收购金额等无从获
悉，但可以确定的是江淮的确是收

购了一个智利的酒庄。而江淮
所产的酒在2014年就有迹

可循了。
这款酒名叫拉斯

卡萨斯，酒瓶盖上
看到 JAC 的 lo-
go，瓶身上印有
“江汽进出口”
的 字 样 。 据
称，这款红酒
产自智利酒
庄的A18葡
萄地。A18
是 该 酒 庄
最 出 名 的
一 块 葡 萄
地，这块葡
萄 地 里 种
植 的 葡 萄
均 用 来 酿
制非常优雅
和顺口的珍
藏 级 葡 萄
酒。

2018 年
的员工中秋福
利中，江淮就送

出了两瓶红酒和
一盒月饼，而这红

酒自然是江淮在智
利的酒厂所酿。
但是，和长安汽车一

样，它所生产的红酒大部
分都是提供给内部人员，极少

对外销售。因此市面上要想喝
到江淮产的酒，并不是容易的事。

大众汽车产香肠
在 2013 年大众汽车生产的香肠就达

640 万条，可绕地球一圈。

劳斯莱斯造发动机
劳斯莱斯除了是豪车的生产商，还是

世界顶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空客与波
音都大规模地使用了其发动机。

丰田汽车种甜椒
丰田汽车最初是凭纺织起家的，至今

丰田纺织依然是世界领先的汽车内外饰供

应商。而且，近年来，丰田还踏足种植业，
种上了甜椒，还提供农业 IT 管理工具，帮
助生产降低成本。

比亚迪造新能源电池
从电池制造起家，还拥有手机、电脑零

部件及组装业务为主的 IT 产业，同时积极
发展包括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LED 及电
动叉车在内的其他新能源产品。在 2016 年
发布至今，与国外的合同金额已经达到了 7
亿美元。奇瑞也在金融、旅游和商贸等领
域进行布局。

众所周知，智利的红酒是世界十大名
葡萄酒之一。智利红酒与长安汽车有何关
联？为何长安汽车跨界“八竿子打不着”的
领域？业界人士纷纷大胆揣测：或是加快
海外市场布局的信号。

众所周知，去年，国内车市遭遇了近30
年来的首次负增长。2018年乘用车产销分
别完成2352.9万辆和2371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5.2%和4.1%。然而，在此背景之下，长
安汽车虽然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整体销量
仍位列前三，紧随上汽、吉利之后。这一成
绩的背后，海外市场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2018年，长安汽车出口量达4.4万辆，
与2017年相比逆势增长33%，这是继2017
年出口量3.3万辆之后，创下的又一历史新
高。智利《信使报》此前援引智利全国汽车
协会发布的年中报告表示，2018 年上半
年，中国制造汽车在智利销售3万多辆，占
该市场 15.6%的份额，首次超过韩国和日
本制造汽车，居智利市场销量榜首。长安
汽车在智利，则为为数不多销量超过了
3500辆的中国品牌。

长安汽车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长安汽车的“朋友圈”里有了更多的海
外声音：沿着“一带一路”，随着KD工厂的
顺利建设，巴基斯坦项目正式进入快车道；
首台海外组装的CS75，在尼日利亚KD工
厂下线；在俄罗斯莫斯科，建立了长安海外
首家独立自营店；美洲、非洲及中东两大集
群市场成绩喜人。

在长安汽车布局的众多海外乘用车市
场和商用车市场中，智利、秘鲁等南美市场
均有涉猎，是其六大重点营销市场。

2018年长安在秘鲁、沙特等国家做到
中国品牌销量第一；CX70 获得智利当地

“年度最具价值车型”奖，CS55 在厄瓜多
尔、秘鲁、阿根廷、智利等国上市后，迅速掀
起长安SUV南美热潮。

所谓“外国的和尚好念经”。2019年，
长安汽车的关键词将是“焕新”，相信随着
CS35 PLUS、全新 CS15 等上市，长安汽
车在海外市场也将不断扩容，丰富其产品
线。未来，其还将在海外投放C级、D级轿
车、SUV等产品。根据计划，长安汽车海
外经销商网点将达到810家，2020年海外
销量达40万辆。

从BAT到宝能、恒大、五粮液，智能化、网
联化、共享化的浪潮风起云涌，让众多与汽车

“八竿子打不着”的企业纷纷加入造车大军。
新年刚过，凯翼汽车宜宾生产基地的

总装首车凯翼X5宣告下线。这意味着，五
粮液造车已打响了第一枪。

事实上，五粮液对跨界造车的执着，不
亚于恒大。首先，五粮液旗下的普什集团
的主营业务正是汽车零配件。其与丰田、
福特、马自达、标致雪铁龙等知名汽车品牌
均有长期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五粮液在早些年收购新晨
动力 50%的股份，进入汽车发动机领域。
2009 年普什集团又与华晨金杯成立华晨

金杯绵阳分公司，2011年新晨动力股份被
华晨高价回购。尽管如此，五粮液这些年
在汽车领域并非一片空白，相反积累了丰
厚的研发、制造和管理经验。

另外，在新能源领域，2017年，五粮液
通过普什集团投资了宜宾市新能源汽车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该公司35%的股份。

时间回到2018年，恰巧奇瑞在芜湖有
一个凯翼汽车，最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所以奇瑞就打算把股权转让一部分，刚
好五粮液急于造车，所以他们就一拍即合
了。于是，便有了这款凯翼X5。

相较于造车新势力而言，五粮液牵手
奇瑞，这种打法或许更为稳健。

新闻纵深

一款红酒暗示啥？长安或加快布局海外市场

相关新闻

跨界造车 五粮液首款凯翼X5下线

汽车业“不务正业”的车企有点忙

长安跨界“卖酒”这“葫芦”里卖的啥？

继去年五粮液以25亿元“天价”收
购奇瑞旗下凯翼汽车，并打造首款凯翼
X3上市后，人们对跨界造车这事已见怪
不惊了。不过，你听闻造车的也卖酒
吗？近日，在一次长安汽车“家宴”上，记
者不经意间注意到，长安汽车推出了一
款干红葡萄酒。长安汽车这“葫芦”里究
竟卖的什么？请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月14日晚间，渝股万里股份（600847）公
告，2019 年 2月 14日收到控股股东家天下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天下”）一致行
动人北京四家企业通知，这四家北京企业于
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合计增持万里
股份766.43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业内人士指出，万里股份实际控制人现为
房天下老板莫天全，此次增持，通过北京这四
家企业斥资约 8000多万元，万里股份不排除
未来12个月内筹划重组事项。

斥资8000多万增持5%股份

据了解，北京这四家企业分别为北京华居
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普凯世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锦华铭广告有限公司及北
京普凯世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均为房天下老
板莫天全实际控制，莫天全系万里股份实际控
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莫天全间接控制公司
21.52%投票权，2018 年 9月至 2019 年 2月期
间，北京这四家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的方式增持 766.4341 万股，占万里股份
5%股份。

这样，莫天全间接控制公司 26.52%投票

权，距离30%要约收购线，还有3.48%的增持空
间。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认为，按照万里股
份该区间股价9.02元到 12.95 元，按照算术均
价 10.99 元/股，北京这四家企业斥资约 8426
万元。

对于此次增持的目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权益的原则，优
化上市公司业务结构，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
量，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同时，未来12个月
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合法合规的前
提下，选择合适的时机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可能性”。

不排除12个月内筹划重组

根据最新业绩预告，万里股份预计2018年
将亏损 1.46 亿元至 1.66 亿元，扣非后则亏损
4000 万元到 6000 万元。2017 年公司实现盈
利1557.52万元，扣非后亏损527.47万元。

对于亏损幅度的加大，万里股份解释，主
要是公司将持有的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580万股股份对外转让，导致转让处置
损益约为-1.06亿元；其次，报告期内，公司按
权益法核算特瑞电池投资收益约为-2787 万
元。此外，公司期间费用亦有所增长。

从2018年7月，万里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刘

悉承向莫天全转让控制权后，万里股份股票价
格下跌约两成。

此次增持后，莫天全方面表示，“暂无改变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
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同时，亦“暂无在未
来12个月内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
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

划”。
但是，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

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角度
出发，不排除“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在未来12个月内筹划针对上
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事项，或上市公司拟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事项”。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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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入主半年之后，莫天全再度出手。去
年 7月 19日，万里股份控股股东南方同正及
刘悉承与家天下签署了《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南方同正通
过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万
里股份1532.874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10%）转让给后者，作价5亿
元。紧接着，同年8月 9日，上述协议转让股
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家天下成为万里股
份控股股东。

家天下系莫天全旗下的资本运作平台公
司，但是未在其美国上市公司房天下体系内。
因此，莫天全受让股权消息一出，有业内人士

便猜测，莫天全在两年前借“壳”万里股份失败
之后，选择了股权受让的“曲线救国”方式，其
入主万里股份只是把旗下房天下等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的第一步。如今，随着“举牌”动作再
出，房天下注入预期再起。

对此，有专业人士认为，莫天全旗下美国上
市公司房天下有望重启回归A股之路，可能会通
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房天下采取私有化方式从
美国退市，然后借“壳”万里股份上市；二是房天
下不退市，采取分拆资产借壳万里股份上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边是市场投资者
对莫天全将旗下房天下等相关资产注入万里
股份的预期越来越高，而另一边则是万里股份
的业绩预亏成绩单使接盘不久的莫天全面临
考验。

“举牌”万里股份 房天下或借壳回归A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方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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