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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暂停新能源公司引进战投 原因何在？

80后资深金融人士辞任
申基国际聘60后地产精英为总裁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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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酒业公司因拓展市场需要，特在重庆地区开展高价回收各种新老茅台酒活
动，在此敬告广大市民，只要您家中有1958年—2019年的新老53度贵州茅台酒，
均可以带到活动现场进行免费咨询、估价、变卖。本次收购正规、价高、明码标价，买
卖自愿，机会难得！诚意收购，一瓶不嫌少，百瓶不嫌多！另收年份较早的高度五粮
液、剑南春、郎酒、董酒、泸州老窖、虎骨酒、国外各种洋酒等陈年老酒！

我们的收购时间为早上8:00—晚上8:00；收购时间为期6天（2019年6月
13日—2019年6月18日中午12点截止）。重庆各区我们提供便车当天及时免
费上门回收服务，价格不变。

★收购电话：17830837360刘经理（此电话长期有效）

★收购地址：重庆万友康年大酒店708号房，渝中区大坪长江村二路77号
★公交线路：109路、118路、138路、268路、402路、403路、408路、420路、
421路、462路、467路、819路、836路、837路、839路、871路、873路等渝
中区大坪站下车即到，地铁1号线，2号线大坪站下车

高价回收茅台酒

年 份 价 格
2013年—2019年价格面议
2012年茅台酒 18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19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20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22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23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25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28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29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31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33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3500元/瓶

年 份 价 格
2000年茅台酒 38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40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45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50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60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70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75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80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85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90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95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100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11000元/瓶

年 份 价 格
1987年茅台酒 12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40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4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50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155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60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165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170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180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200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22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25000元/瓶

再早年份另议

1斤装茅台参考价
（要求53度及以上，保存较好，酒满）

股权挂牌200多投资者洽谈

据了解，去年10月，长安汽车全资子公司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长安新能
源科技），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引
入不少于3家战略投资者进行增资。据悉，此
次增资扩股拟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的股权比
例不低于51%。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新能源科
技公司的股权比例不超过49%。

按照当时的规则，投资人不少于3家，合计
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10304.0816万元，对
应增资后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51%（单个投资
人投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持股比例
不超过30%）。

长安新能源科技注册资本将从9000万元，
增加到 20204.0816 万元以上。当时有业内人
士认为，如按照9900万元注册资本，长安新能
源科技对应的每元注册资本净资产即为12.29
元，在不考虑溢价的情况下，新增注册资本
10304.0816 万元，对应的资金即达到 12.66 亿
元以上。

因此，长安新能源科技将引进12.66亿元以
上资金入股，长安新能源科技又对单一新股东
进行30%股比限制，这意味着，长安新能源科技
有望继续由长安汽车主导。

不过，时隔 7 个多月后，长安新能源科技
51%股权尚无人接盘，而该挂牌增资事项也宣
告暂时停止。

有消息称，长安新能源增资项目吸引了
200余家投资者参与商谈，长安汽车也与各方
投资者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但是，进入
2019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退坡及新能
源汽车市场增速趋缓，长安新能源的意向投资

者在兜底承诺、资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更加
趋于保守，在涉及到改革的一些核心条款上，主
要投资者与长安汽车产生了分歧。为了最大化
保护国有资本和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长
安汽车决定暂时终止此次增资项目，优化融资
方案。

新能源车销量同比下降20%

按照长安汽车的公告，后续，公司将进一步
优化新能源科技公司混改方案，择机引入社会
资本，增强新能源科技公司核心竞争力，稳步推
进公司新能源战略“香格里拉计划”。

据了解，2017年10月19日，长安汽车宣布
正式启动“香格里拉计划”，发布了其在新能源
汽车平台、汽车分时租赁、产品研发方面的最新
动态，并表示将在 2025 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
车，并向整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1000亿元。

2018年 8月，长安汽车将公司新能源汽车
业务相关资产，划转给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安新
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包括长安汽车拥有的
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的部分固定资产、存货、其
他应收款以及专利、专利申请权、软件著作权和
技术秘密，划转至全资子公司长安新能源公司。

从长安汽车最新发布的2019年5月产销数
据来看，本月长安汽车销量11.3万辆，同比下降
34.7%；1-5 月累计销量 68.4 万辆，同比下降
32.9%。

长安汽车新能源汽车本月销量4473辆，本
年 1-5 月累计销量 17668 辆，对比长安汽车
2018 年 5 月数据，新能源汽车当月销量 7050
辆，当年1-5月累计销量22266辆，今年的数据
同比分别下降36.55%、20.65%。

6月11日，重庆在香港上市公司申基国际
（02310.HK）发布公告，6月11日起，甘霖辞任
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行政
总裁，以及其中一名授权代表；逄焕坤获委任
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行
政总裁，以及其中一名授权代表；及王一雅获
委任为执行董事。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获悉，辞任的总
裁为80后资深金融人士，而新总裁为60后房
地产业精英，申基国际董事局主席仍为申勇。

辞职总裁为80后

公告称，甘霖因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应付其
他工作聘约，故已辞任申基国际执行董事及董
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由2019年 6月 11日起
生效，并确认，彼与董事会之间并无意见分歧，
亦无有关其辞任之其他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
垂注。董事会谨此感谢甘霖在任期间对公司
之宝贵贡献。

据了解，甘霖是2016年 4月 18日出任申
基国际执行董事，2016年12月30日出任行政
总裁。甘霖1980年生，2001年毕业于北京工
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持有物业管理学士学
位。在多家金融机构跨国企业（如国信证券
Mocon Inc.及 LXE Inc.）担任不同高管职
位，在申基国际任期有三年。年报显示，2018
年甘霖的薪酬为281万港元。

新任总裁为60后

公告显示，申基国际新任执行董事、行政
总裁逄焕坤，55岁，1984年毕业于青岛理工大
学，持有工业与民用建筑学士学位，2015年毕业
于长江商学院EMBA。逄焕坤曾在一家中国国
资委的央企担任不同高管职位，于房地产开发、
工程管理、集团企业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及风
险控制管理等有逾30年经验。逄焕坤薪金为每
年200万港元，乃参照其资历及香港上市公司行
政人员之现行酬金水平而厘定。

据了解，逄焕坤1964年 6月生，1984年 7
月于山东冶金工业学院（青岛理工大学前身）
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中国华

北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冶”），在二
建第三工程处，任技术员、技术主管、二建第四
工程处技术主任；二建分公司施工副经理。
2000年后，担任中国华冶青岛分公司常务副
经理、经理；中冶集团华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建设公司副经理、青岛
分公司经理；中冶置业青岛公司总经理、中冶
集团山东分公司总经理、中冶置业董事、副总
经理等职。

申基国际公告还显示，此次新任执行董事
王一雅女士，59岁，1996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
学，持有旅游管理学士学位。王一雅曾于多家
国营及民营企业担任不同高管职位，于中国贸
易和融资有逾30年经验，现为数间民营企业
的股东。王一雅的酬金将为每年12万港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人事变动的大背景为申基国际海外收
购。今年4月，申基国际公告称，公司直接全资
附属公司 Freemaster Limited 以 2107 万港元，
向两名独立第三方人士余健伟、朱显明收购
Cherish Possession Limited 100%股权。

根据买卖协议，申基国际向卖方配发及发
行合共 5852.7776 万股代价股份，发行价 0.36
港元，相当于申基国际现有已发行股本约
8.73%；及经配发及发行代价股份扩大后的已
发行股本约8.04%。

被收购的公司主要从事投资控股，其持有
物业公司已发行股本 49%合法及实益权益。
物业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名
为“The Apple”楼宇内 22 个单位，该楼宇为
包括合共 361 个单位的多层楼宇，所有单位均
用作服务式公寓。该楼宇位于马六甲市市中
心，为主要商业区及旅游景点。于公告日期，
该楼宇正在建设中，并预期将于 2019 年第三
季度前后落成，该 22 个单位总建筑面积约为
2.27万平方呎。

申基国际 2018 年业绩显示，收入 9458.2 万
港元，同比增长 8%；亏损 2182 万港元，同比扩
大 1.56 倍。收入略涨是由于酒店营运收入及
物业管理收益增加所致。

申基国际此前完成
收购马来西亚公寓

6 月 12 日，长安
汽车（000625）公告，
6月 11日，长安汽车
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申请，暂时终止全
资子公司重庆长安新
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长 安 新 能 源 科
技）公开挂牌增资引
进战略投资者事项。

后续，公司将进
一步优化新能源科技
公司混改方案，择机
引入社会资本，增强
新能源科技公司核心
竞争力，稳步推进公
司新能源战略“香格
里拉计划”。

数据显示，长安
汽车今年1到5月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为
17668 辆，较去年同
期下降20.65%。

重庆农商行一董事辞职

重庆钢铁公布，6月12日，公司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
份，数量为250万股A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0.028%，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90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1.8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人民币472.8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今年5月，重庆钢铁宣布，拟动用3900万
元（含）至6250万元自筹资金，在未来一年内
以不高于2.60元/股价格、以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拟用于公司后续员工持股计划。

重庆钢铁472.85万元首次回购250万A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6月11日晚间，小康股份公告，7.125亿股
限售股将于2019年6月17日上市流通。

据了解，这7.125亿股为小康股份2016年
首次公开发行时形成的限售股，限售股股东分
别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5.58718亿股）、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持有 7454.55 万股），及自然人股东颜敏、谢
纯志、陈光群、张兴涛、张容。上述股东持有的
限售股共计7.125亿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
于2019年6月17日起上市流通。业内人士认
为，按照目前的市场状况，小康股份大股东减
持的可能性为零，此前大股东还进行了增持。

小康股份7.125亿股限售股17日上市流通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重庆商报讯 昨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03618.HK）公告，于 2019 年 6月 12日，接获
非执行董事段晓华的辞呈。段晓华由于个人
工作安排，辞去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三农金融
服务委员会委员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
员职务。辞任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此前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03618.HK）曾
公告，近日，该行董事会获悉证监会上海监管
局下发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该行非执行董事
段晓华作为丰华股份（600615.SH）董事及时
任丰华股份控股股东之总裁助理兼财务总监，
在履职过程中未勤勉尽责，且未及时向丰华股
份董事会报告并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上海证监局决定对段晓华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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