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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鸟2.8亿破产资产拍卖流拍 或八折第二次拍卖

10月8日，记者从两江新区龙兴园区获悉，
上汽通用五菱重庆分公司五菱宏光V出口车型
正式下线首发。该车型的下线填补了龙兴园区
无出口整车车型的空白。

据统计，自2010年上市以来，五菱宏光系
列车型已累计销售超过450万辆。五菱宏光V
更是其销量担当之一。

五菱宏光V与宜商宜家的“紧凑型商务车”
宏光、宏光S的定位不同，该车型是一款“多拉
快跑,更安全”的新微客产品。这也是国内首款

“前置后驱”微客车型，其最大载货长度、最大载
物空间方面均为同级别中的佼佼者。同时，得
益于“前置后驱”设计,宏光V车厢地板平整实
用,配合形状方正的尾门开口,能够装入更多更
大件的货物。此外,相比传统微客车型普遍的
百公里7L以上油耗,宏光V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6.6升-6.8升,可以更好满足更经济油耗、更强
大动力的不同使用需求。

上汽通用五菱重庆分公司于2014年在两江
新区龙兴园区正式竣工投产。该公司充分集合
了上汽、通用、五菱三方的资源和优势，并借鉴上
汽通用五菱柳州总部、宝骏基地以及青岛分公司
的建设经验精心打造而成，是上汽通用五菱全力
打造的一座“标杆性”工厂。

昨天，工信部公布了2019年度国家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其中重庆金桥
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科艺华创业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锋云汇智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丰都县新征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中心、重庆菲斯克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市万州三峡创业孵化中心上榜。

2019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重庆6家公司上榜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富贵鸟的首次破产资产拍卖，无人报名后
遭流拍。

10月9日，据阿里拍卖官网信息，富贵鸟
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预付类债券、长期股权
投资、存货等破产资产，在上架 24小时后遭
遇流拍。此次拍卖的时间从 10月 8日 10时
持续至 10 月 9 日 10 时，起拍价为 2.8372 亿
元。根据阿里拍卖信息，对于富贵鸟的破产
资产，并未有人报名，共有 91 人设置提醒，
6334次围观。

或打八折再次上架拍卖

昨天中午，记者致电竞买公告中相关富贵
鸟联系人，对方称“按正常程序，第二次会按打
八折再次上架，但具体还没定。”但有媒体报
道，极大可能于明日（10月10日）再次上架。

曾是“中国真皮鞋王”的富贵鸟，在今年8
月26日晚间公告宣布公司破产，并取消上市
地位。

具体来看上架的破产资产，共有应收账款
9071.28 万元、预付账款 181.85 万元、其他应
收 款 2818.44 万 元 、原 材 料 产 品 等 存 货

5268.12万元、长期股权投资2697.59万元、机
器设备等121.34万元和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8214.11万元。

在竞买公告中，富贵鸟还公布了，石狮企
业金融风险处置办公室发布的《关于鼓励富
贵鸟股份破产财产买受人在本地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的扶持措施的通知》文件。

其中，新公司可获得三年内实际纳税额
35%的奖励，按纳税额年度逐年予以兑付；协
调石狮市狮城融资担保公司名下（原富贵鸟
股份抵债设备），生产设备中的部分设备免租
提供其使用三年；协调福建石狮园区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原富贵鸟股份的办公
区及其后的两栋厂房及仓库免租提供其使用
三年。

短短3年多走向了没落

从2013年赴港上市，到2016年 8月宣布
停牌，再到26日宣布取消上市地位，短短3年
多时间，曾经的“中国真皮鞋王”走向了没落。

根据富贵鸟官网的资料显示，富贵鸟品牌
于1991年创立于福建省石狮市。1995年，富

贵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整合成为集鞋服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并于
1997年将生产线从单一男士皮鞋生产，拓展
至生产女鞋。2013年底，富贵鸟股份有限公
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在上市前，富贵鸟的业绩引人瞩目。从上
市招股书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 2012年，富
贵鸟的皮鞋产品曾四次获得中国皮革工业协
会授予的“中国真皮鞋王”、“中国真皮领先鞋
王”称号。2012年，富贵鸟还成为了全国第三
大品牌商务休闲鞋产品制造商、第六大品牌
鞋产品制造商。

但在上市后，富贵鸟的业绩持续下滑。从
2014 年到 2016 年，该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4.5
亿元、3.9 亿元和 1.6 亿元。2015年的年报显
示，富贵鸟全国门店为2960家，较2013年年
中减少了235家。

2016年 9月 1日，富贵鸟正式宣布停牌。
2017年年中后，富贵鸟不再向外界披露财报
数据。今年7月31日，富贵鸟曾发公告称，公
司正在进行破产重整，并将根据破产重整的
进度安排复牌计划。

据澎湃新闻

10 月 9日，记者从重庆联交所获悉，
重庆科鑫三佳车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鑫三佳）将转让19%股权。据悉，该
企业是一家以新能源整车开发、样车试制
与试验、系统集成及关键零部件开发、关
键零部件制造为主的科技型公司。未来
将加大在新能源汽车动力平台及核心关
键零部件方面的研发和生产。

企业已完成多款纯电动车开发

提起科鑫三佳，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但该企业已经完成了多款纯电动车的开
发。

联交所挂牌信息显示，科鑫三佳成立
于2012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为国有参
股公司。目前由湖南湖大三佳车辆技术
装备有限公司持股51%，重庆两江新区创
新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9%。

据悉，科鑫三佳是一家以新能源整车
开发、汽车车身开发、新能源动力总成（纯
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平台）系统集成及
关键零部件开发、样车试制与试验、关键
零部件制造为主的科技型公司。公司致
力于新能源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开发应

用、样车制作及性能试验，目前已经承接
并完成了重庆市汽车产业升级转型重大
科技专项（全新开发C级轿车混合动力及
纯电动整车开发、样车制作及性能试验）。

科鑫三佳官网信息显示，在混合动力
平台方面，该公司在新能源整车控制器开
发、“三电”系统开发、整车集成开发和电
池成组设计、轻量化开发、样车制作及性
能试验、测试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在纯电动动力平台方面，已经完成系列平
台开发、样车试制及性能测试，并在平台
开发的基础上完成了东风小康、重庆力帆
汽车、长安汽车等共计9款纯电动的开发，
提供19台纯电动试制样车并开展相关测
试和试验；插电式混合动力平台方面（C级
轿车平台），已经完成不同驱动模式的平
台设计，并根据开发要求完成多轮多台试
验样车制作及性能试验，同时开展EMT、
EPS等核心关键零部件开发及试制。

19%股权转让底价490万元

披露信息显示，2018年度，科鑫三佳
的营业收入约为 2932.07 万元，净利润
338.44万元。今年1-7月，公司营业收入
224.32万元，净利润-36.79万元。

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资产总计 2183.14 万元，负债总计
1496.95万元，净资产686.19万元，转让标
的对应评估值为 417.6371 万元。转让方
为重庆两江新区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受让方需一次性付清。

记者了解到，未来，科鑫三佳公司将
继续加大在新能源汽车两大动力平台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平台）及核心
关键零部件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致力于
通过平台开发，结合模块化及轻量化设
计，满足可靠性要求的同时降低成本，满
足市场需求。以及通过新的商业模式解
决电池回收及重组等问题，促进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写的《新
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调研报
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迅猛。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
累计产量已超 280 万辆，推广规模居于
世界首位。而根据国家“十三五”新能
源汽车规划，到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年产销量将达 500 万辆。对此，业内
人士表示，尽管目前新能源汽车领域
竞争激烈，多数仍处于投入阶段，长远
看来，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生产
研发、动力蓄电池回收等市场前景仍
非常广阔。

推迟半个多月后，渝企 IPO（首发上
市）最大融资来了。

10 月 9 日晚间，渝农商行（601077）
公告，拟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3.57 亿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定于2019年 10月 11日（周
五）9:00-12:00，就本次发行在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中国
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举
行网上路演，参加人员为渝农商行董事
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13.57
亿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9.499
亿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回拨前
网上发行数量为4.071 亿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00%。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获悉，渝农
商行今年9月19日公告显示，综合考虑公
司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36元/股。
若按照其发行数量13.57亿股计算，预计募
集资金总额约 99.8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98.88亿元。

根据公告，渝农商行 7.36 元/股的发
行价格，对应的 2018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9.26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18年
平均静态市盈率 13.35 倍，但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分类
代码为J6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6.68倍。鉴于此，原定于9月20日举行的
网上路演将推迟至10月 11日，而9月 23
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亦将推迟至10月
14日，对此，渝农商行分别于9月20日、9
月27日、10月 8日，发布了三次首发投资
风险特别公告。

渝 农 商 行 将 是 今 年 继 有 友 食 品
(14.910,0.10,0.68% )（603697）之后重庆
第二家新股，99.88 亿元也将创下重庆企
业IPO（首发上市）企业最大融资。

业内人士指出，渝农商行本次 99.88
亿元募资额也将创农商行A股发行募资
之最。

10月8日晚，重庆智飞生物发布了2019年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1月至 9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52 亿元至 18.69 亿
元，同比上升52%至72%。其中，7月至9月归
母净利润为 5.05 亿元至 7.22 亿元，同比增长
24.85%至78.61%。

智飞生物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持
续推动疫苗产品生产、销售、产品进出口及推广
等工作。截至目前，各项工作均有序推进，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重要财务指标较上年
同期均有较好地增长。

天眼查数据显示，10月8日，国产手机厂商
百立丰的运营主体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新
增多条股权出质记录，出质股权数额超7000万
元，质权人为重庆市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云开科技有限公司，二者最
大股东分别为重庆市南岸区财政局和重庆南岸
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均为国资平台。

与此同时，自2019年以来，百立丰新增多
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超1000万。2019
年 1月，更是被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为违
法财产报告制度。

据官网介绍，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3 年，总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
区，是一家专注智能终端研发、营销、移动互联
网运营的高新科技企业。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重庆百立丰科技有
限公司的大股东为创始人黄明权，持股比例
28.85%；而第二大股东则是北京奇虎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15.00%。

99.88亿元募资来了 渝农商行11日路演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昨天，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2019 年度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项目资金可以申
报了，重点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1000万元。

申报主体需满足四项基本条件，一是在
重庆市辖区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是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三是
申报项目符合国家、重庆市产业政策，四是申
报项目未获得其他财政资金支持。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项目资金可以申报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渝企看台

智飞生物前三季盈利预增72%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勇

百立丰股权出质逾7000万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谢聘

五菱宏光V出口车型首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19%
股权

科鑫三佳

进军新能源汽车的机会来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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