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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旧部操盘中捷资源 关联交易暗藏风险
本报记者 张亮 北京报道

德隆旧将潜伏入局
根据 2014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公告，中捷环洲持有的股票收益权均归渤海信托。 这意味着中捷资源的大股东和二股东均已经与中捷资源的原管理层没有关系了。

经过长达一年的运作，去
年已实际入主中捷资源
(002021.SZ) 的德隆旧将终于
抛出一份募资规模达 81.9 亿
元的定增预案。
6 月 23 日， 中捷资源以
6.30 元 / 股的发行价格拟向
玉环捷瑞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裕盛鸿铭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等共计十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13 亿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1.9
亿元。
中捷资源此次定增 募 集
资金将用于收购江西金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金源”) 95.83%股权、收购黑
龙江兴邦国际资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邦资
源”) 60.00%股权、投资江西金
源改扩建项目等。
经公开信息查 询 不 难 发
现， 无论是公司现有实际控
制人及高管， 还是定增对象
中的部分企业， 以及收购对
象企业的部分股东中， 均有
德隆系旧将的身影。 此次德
隆系部分原班人马欲以中捷
资源为平台， 联合其他资本
欲打造一个横跨中国东西
部， 甚至跨越俄罗斯西伯利
亚的大型农林企业。
近年来复苏于资本市场的
德隆旧将们此前曾先后操刀斯
太尔（博盈投资）、伊立浦的资
本运作， 彼时所承诺的高增长
业绩并未兑现。 此次德隆旧将
为中捷资源规划的农林业转
型，究竟只是一次资本游戏，还
是一次真正的实业运作？

德隆系是于 2014 年 6 月份入
局中捷资源的。 当时中捷资源的原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显示，中捷股份
多名高管出现更换。

中捷控股集团管理人与宁波沅熙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中捷集团管理

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5 日，余凯锴出资 2700

东，持股 16.875%，股份表决权比例
为 10.68%。

大股东债务缠身几乎破产。
中捷 股 份 2014 年 6 月 24 日

记者查询中捷资源的高管简
历发现， 公司副总经理刘昌贵历任

人拟向宁波沅熙转让持有的中捷
资源 16.42%股份， 转让总价款为

万元； 杭州冠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 300 万元，为企业法人代表。

此外，杭州索思邦与渤海信托
以及斯太尔（博盈投资）的关系也

发布公告称，第一大股东中捷环洲

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经济

8.02 亿元。 每股 7.10 元的转让价，

《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杭州

通过渤海信托专门设立的信托项
目“渤海信托·中捷环洲集合资金

处处长、华安财险总裁、中富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中富证券原为德隆

与中捷资源停牌前的股价相当。 按
照债权人会议的决定，本次所得股

冠泽投资成立于 2015 年 1 月，股
东为余凯锴和许全珠，许全珠也是

极为密切。
2012 年年底，根据博盈投资的
定增方案，其拟以 4.77 元 / 股的价

信托计划”， 让渡项下增发的股票
收益权，因此而取得的资金用于认

系旗下重要的融资平台)董事长、重
庆格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等

权转让收入将同中捷集团其他破
产财产一同进行分配。

杭州索思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杭州索思邦”）的股东。

格向英达钢结构、 长沙泽瑞创投、
长沙泽 创投、宁波贝鑫、宁波理

购中捷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12000

职务。 2014 年 7 月起，任中捷股份

转让完成后，中捷控股集团将

杭州索思邦则成立于 2011 年

瑞、天津硅谷天堂恒丰发行股份以

万股股份及支付相关费用。 作为对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新任董秘由来

不再持有中捷资源股份； 宁波沅

7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人代

募资 15 亿元， 用来收购及运营海

价， 中捷环洲将股票的收益权，包
括未来股票处置、 出售的权益，全

自沈阳合金投资 (昔日德隆系控制
的三家上市公司之一) 的前高管王

熙将取而代之，成为第二大股东。
而第一大股东，仍为中捷环洲，持

表为朱晓红。 朱晓红、何玲、郭美
中、傅有兴分别出资 300 万元、300

外发动机项目。 其中，宁波贝鑫将
以 4.77 元 / 股 认 购 博 盈 投 资

部质押给渤海信托。
据媒体报道，新上任的渤海信

端接替。
这些高管入驻后，2014 年 8 月

股 17.45%，蔡开坚也还持有 8.85%
股份。

万元、200 万元和 200 万元。 朱晓
红，正是“德隆系”重组伊立浦的关

4192.87 万股，耗资约 2 亿元。
据报道，博盈投资当年的这起

托董事长李光荣是德隆系掌门人

8 日，中捷资源复牌大涨。 但不到一

不过根据去年 6 月 24 日发布

键人物。 2013 年 6 月 20 日，伊立浦

定增方案是由德隆系原班人马设

唐万新的好友，其执掌的特华系曾
数次为唐万新借出资金。

个月后的 9 月 5 日，中捷资源再次
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

的公告，中捷环洲持有的股票收益
权均归渤海信托。 这意味着中捷资

宣布公司前三大股东将所持的
3846 万股股份转让给梧桐翔宇。 后

计的经典案例，宁波贝鑫、宁波沅
熙、杭州索思邦、渤海信托等各种

随后在去年 7 月 11 日， 中捷
股份发布的 2014 年第四次 (临时)

今年 2 月 15 日， 中捷资源发
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

源的大股东和二股东均已经与中
捷资源的原管理层没有关系了。

者以 24.66%的持股比例成为第一
大股东。 朱晓红是梧桐翔宇的股

利益交织在一起，成为德隆系可以
撬动的资本势力。

暗藏的关联交易
中捷资源此次主要的收购标的之一江西金源农业，则早已被德隆系的相关企业持多数股份。
中捷资源不仅内部已被德隆系
控制，就连定增对象也多含有德隆系

中捷资源此次主要的收购标
的之一江西金源农业，则早已被德

东也分别是杭州索思邦和渤海信
托，委派代表是朱晓红；宁波元裕

今年 2 月 6 日，万福生科公告
称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入伙宁波

假几乎濒临强制退市， 去年 12 月
万福生科被新大股东桃源湘晖（卢

注册的公司，此外公司的收购对象中
早已潜伏了德隆系注册的公司。

隆系的相关企业持多数股份。
中捷资源收购预案显示，收购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兆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煦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建之控制）成功救活，卢建之及其
兄卢德之、湘晖系背后隐现“德隆”

6 月 24 日中捷资源公布的非
公开发行方案显示， 本次发行对象

金源农业的交易对象分别是万载
县康美有限公司（持股 38.12%）、宁

兆恒”）；宁波瑞泓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也是杭州兆恒。

5000 万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入
伙宁波煦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魅影。 2004 年、2005 年德隆坍塌前
后，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

中，宁波裕盛、宁波雨博、宁波骏均
为突击注册，分别于 6 月 10 日、6 月
12 日、6 月 11 日注册成立， 且注册

波伟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33.39%）、 宁波元裕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

杭州索思邦已在此前的斯太
尔（博盈投资）的定增方案中为德
隆系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而此次杭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煦晖”），

司（以下简称“湖南湘晖”）突然获

成为其有限合伙人。
宁波煦晖目前的募集规模为

得大量资产悄然壮大，这实际是德
隆系向其转移资产所致。

地址均位于同一栋建筑——
—宁波高
新区扬帆路 999 弄 5 号。此外今年 2

13.23%）、 宁波瑞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1.09%）。 上

州索思邦又与渤海信托一同参与
到中捷资源收购对象金源农业的

8500 万元， 除万福生科出资外，杭
州兆恒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300

杭州兆恒与万福生科合伙，也
就意味着复出的德隆系再添一员。

月份成为中捷资源二股东的宁波沅
熙同在宁波高新区扬帆路 999 弄 5

述股东合计持有金源农业 95.83%
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15.8 亿元。

股东当中，其关联交易可见一斑。
此外，杭州索思邦的法人代表

万元，薛青锋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700 万元，瑞同投资作为有限合伙

事实上由杭州兆恒与杭州索思邦
共同控制的三家合伙制企业，其持

号，更巧合的是，在宁波裕盛、宁波
雨博的出资结构中， 渤海信托分别

除了万载康美是金源农业创
始人的公司之外，宁波伟彤、宁波

及股东朱晓红与伊立浦大股
—梧桐翔宇的投资人朱晓红
东——

人出资 500 万元。 上述出资均为现
金出资。 杭州兆恒作为普通合伙人

有金源农业的股份已达 57.71%，处
于绝对控股地位。 而金源农业与中

占 33.33%及 97.80%股份。 四家公司
的注册地址如此相近， 且共同参与

元裕、宁波瑞泓三家企业都与德隆
系有或明或暗的关系。

重名，梧桐翔宇则与原德隆系有着
密切的联系。

出资 300 万元，薛青锋作为有限合
伙人出资 2700 万元， 瑞同投资作

捷资源二股东宁波沅熙有着同样
的参股或控股股东，中捷资源收购

到一家上市公司中进行资本运作，
其背后是否为同一控制人呢？

收购预案显示，宁波伟彤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索思邦，其股

杭州兆恒又与德隆系有何关
联呢？

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00 万元。
万福生科曾因上市财务造时

金源农业已构成关联交易，而收购
预案中并未交代这一信息。

红蜻蜓:互联网 + 应对行业深度调整
文 / 木辛

经过多年稳健发展， 作为国
内皮鞋领域的领军者之一， 红蜻
蜓正式（IPO）登陆资本市场。 红蜻
蜓以品牌建设和产品设计为核
心，结合自身及外部资源优势，构
建了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和营销网
络体系， 正积极稳步地走出一条
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发展之路。
为了顺应竞争形势的变化，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蜻蜓”）近年来相继
建立了研发信息中心和品牌工作
室，同时通过与国内著名高校、欧
美顶级科研机构合作， 建立了鞋
科技实验室， 这些都有力地提高
了红蜻蜓的综合竞争力， 使之成
为参与北京 APEC 峰会领导人服
饰中配饰（鞋类）设计的唯一一家
鞋业企业。
在业界人士看来， 登陆资本
市场无疑将为企业带来公司品
牌、企业形象的全面提升与挑战。
而借力互联网， 红蜻蜓或为行业
带来新的生态。

行业深度调整
近年来， 全球经济环境充满
挑战， 我国经济的增速回落也比
较明显，2014 年我国 GDP 增长率
为 7.4%，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改善、
质量提高的中速增长阶段。 宏观
经济环境的改变对消费零售市场
的负面影响， 主要体现在消费者
信心不足、购买意愿下降。2012 年
以来， 鞋服行业的行业环境和整
体渠道弱势明显， 鞋服行业开始
进入深度调整期。
2012~2014 年度，受宏观经济
环境的影响， 红蜻蜓营业收入小
幅波动。 为了应对市场环境的变
化， 红蜻蜓一方面开始优化业务
布局和产品结构， 逐步削减服装
业务和国际品牌业务； 另一方面
增加对核心业务（如成人鞋）和新

型销售渠道（如电商）的市场资源

部《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出版发

投入。
另外， 为了弥补自身产能的

行第一部鞋履文化丛书——
—《东
方之履》、召开首届全国鞋文化学

不足、 建立富有弹性的供应链和
提高产品营运能力， 红蜻蜓采用

术研讨会、 建成首家国家级鞋文
化 博 物 馆 ——
—中 国 鞋 文 化 博 物

自产、外协相结合的生产模式，报
告期内外协产量占比逐年提升，

馆， 展示了制鞋工艺技术和鞋类
研发科技的鞋科技馆， 打造企业

2014 年度皮鞋的外协产量占比已
达 47.47%。 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

文化软实力， 开创了传统文化与
现代产业的完美结合。

红蜻蜓销售主要采取直营与特许
加盟相结合的渠道模式， 并以特

红蜻蜓还先后与国内著名高
校、欧美顶级科研机构合作，建立

许加盟商渠道为主， 报告期内加
盟店占比逐年上升，2014 年末加
盟店为 3819 间，占全部门店数的
比例为 88.38%， 通过特许加盟模
式， 红蜻蜓在控制自有渠道物业
投入规模的前提下有效拉动了业
务的增长， 此外直营店使用的物
业也较多地采用租赁方式， 较少
地占用固定资产。

了鞋科技实验室， 进行人体足部
力学实验研究及鞋类检测， 并研
发生产出中国第一双运动皮鞋，
率先开了“
3D”量脚制鞋技术，并
与世界最大化学公司巴斯夫合作
开发高档新品类鞋款。
综合实力的提升也为红蜻
蜓带来丰厚的收获，凭借文化品
牌和技术实力，红蜻蜓成为参与

2014 年度， 应对宏观经济环
境的不利变化， 在整个鞋服行业

北 京 APEC 峰 会 领 导 人 服 饰 中
配饰（鞋类）设计的唯 一 一 家 鞋

遇困的背景下， 作为皮鞋业领军
企业， 红蜻蜓在积极优化产品组
合及销售渠道， 保持销售毛利基
本平稳的同时， 还积极调整运营
政策，加强控制公司的期间费用，
2014 年度红蜻蜓营业利润、 利润
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长 了 18.23% 、18.55% 和 27.20% 。
2015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 7200 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
增长 12.21%和 30.05%。

互联网 + 思维
尽管传统鞋服业整体进入调
整期， 但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起
来的电商经济却蓬勃发展， 各电
子商务营销也成为皮鞋这类消费
品的一个重要并且快速增长的销
售模式。
电子商务相比传统的营销方
式具备多种优势,可以降低传统营
销方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有助于
企业迅速了解市场信息， 及时做

出反应，降低经营风险。
红蜻蜓于 2011 年设立子公
司红蜻蜓电子商务, 并在组织架
构上成立了电子商务事业部,从
设计研发、供应链组织乃至销售
平台拓展均区别于线下业务,实
现独立运作。 电子商务事业部研
发团队针对网络消费者的消费

营业务占电子商务业务比重为
69.87%；同时，红蜻蜓也通过优选
一批网络代理商在其他电子商务
平台代理公司的销售业务。 目前，
红蜻蜓通过代理模式开展业务的
平台包括京东商城、亚马逊、好乐
买、优购网等等。 另外,红蜻蜓于
2013 年下半年与唯品会也开展了

特性开展产品研发, 通过外协采
购方式组织产品供应, 销售端则
依托淘宝网等电子商务平台开
展网络营销。

品牌特卖方面的业务合作。 2013
年度电子商务分销业务占电子商
务业务比重为 30.13%。
随着投入力度的加大， 电子

目前， 红蜻蜓的电子商务业
务分为直营与代理两类。 电子商
务直营业务主要依托于淘宝平
台， 公司目前在天猫商城开设了
红蜻蜓品牌旗舰店、 红蜻蜓男鞋
旗舰店、红蜻蜓女鞋旗舰店、红蜻

商务渠道贡献的收入也快速增
长。 2012~2014 年，红蜻蜓电子商
务渠 道 实 现 的 销 售 收 入 分 别 为
1.12 亿 元 、2.29 亿 元 和 3.31 亿
元，增长迅速。 据了解，目前红蜻
蜓电子商务业务销售的货品品类

蜓童鞋旗舰店、 红蜻蜓童装旗舰
店、coolala 品牌旗舰店总计六个
品牌旗舰店。 同时红蜻蜓在其自
建平台 www.51hqt.com 中也实现
了部分电子商务直营销售。
2013 年度红蜻蜓电子商务直

涵盖了男鞋、女鞋、儿童用品等多
品类，2014 年度各品类销售收入
占电子商务业务的比重分别为男
鞋 56.67% 、 女 鞋 35.31% 、 皮 具
4.01%，但线上销售的货品与线下
实体门店销售的一般并不重合。

提升综合实力
在行业调整给企业带来压力
的同时， 也带给企业更多的思考
空间。 企业间的竞争已逐步发展
至公司品牌，企业形象，战略方向
的高度。
据了解， 红蜻蜓已经从多个
方面着手提升综合竞争力。
目前， 红蜻蜓已在意大利米
兰、法国巴黎、日本、韩国等时尚
都市设立了研发信息中心， 在中
国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品牌工
作室、设计工作室、时尚信息转化
中心， 利用全球的设计信息和资
源实现红蜻蜓产品与国际时尚同
步，在浙江、广东、上海、重庆布局
了产品研发生产基地， 终端网点
覆盖全国各重点经济城市， 产品
线也已经由原来的制鞋发展到全
面的时尚皮具、女装、男装、童鞋
童装和配饰。
此外， 红蜻蜓还成立了首家
鞋文化研究中心、 编辑出版第一

业企业。
未来公司仍将以“红蜻蜓”为
核心品牌， 以品类延伸实现品牌
价值最大化。 在巩固二三线市场
的同时，以时尚设计、品质提升与
渠道创新为基础， 在一二线市场
树立品牌形象， 持续稳步提升产
品议价能力，扩大市场份额，进一
步辐射及带动在二三线市场的销
售。 在统一的品牌策划下，针对各
市场层级实行差异化的产品组合
与渠道细分， 实行有针对性的营
销推广。
此外，在传统店铺方面，红蜻
蜓也积极尝试改变。 红蜻蜓在招
股书中表示， 计划未来三年新增
门店约 1500 间, 预计三年后直营
店和加盟店总数约 6000 间, 其中
直营门店占比接近 30%， 未来直
营店扩张将采取街边独立店和商
场店共进、 并以街边独立店为主
的策略， 同时将加强与大型商超
体系的战略合作， 争取在大型商
超体系的整体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