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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仍有近 60 亿元资金缺口

重组折戟，业绩承压

丹东港 10 亿元债券违约背后

中信海直“通航 + 医疗”
双主业转型难破题

本报实习记者 陈茂利

MTN001”因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出

元，仅 1 季度就有 24 亿元到期。 此

将本金偿付上。 ”不过对于具体的

记者 张家振 北京报道

现了实质性违约， 违约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

外，丹东港还面临后续投资项目资
金缺口问题，未来三年公司在建和

偿还计划，上述负责人仅表示“一
切以公告为准”。

刚翻过了两座山， 却没能跨过

而在此前的 10 月 24 日和 27

拟建的重大投资项目仍需投入

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丹东

一条河。
在 30.6 亿元的偿债洪峰到来

日，丹东港刚按期兑付了 15 亿元

59.39 亿元。

港
“
突然”陷入资金困局并非毫无征

规模的“14 丹东港 PPN004”和 5.6
亿元规模的“16 丹东港”私募债。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本次违约

在评级遭断崖式下调、债券集
中到期压力面前，丹东港是否有可
行的融资渠道？ 对此，丹东港相关

兆。 从今年 1 月份开始，丹东港员工
就不断向丹东市劳动保障监察局投
诉丹东港拖欠员工工资问题。 例如，

的 10 亿元债券， 目前丹东港仍有

负责人在回复《中国经营报》记者

今年 6 月 14 日， 就有员工投诉称：

69.5 亿元的存量债券， 其中 2018
年到期需要兑付的债券规模 44 亿

采访函时表示：“我们正在全力以
赴筹措资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丹东港已经近 4 个月没发工资了，
面临巨额房贷压力。 ”

之时，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丹东港”）最终没能逃脱债券
违约的命运。 10 月 30 日，根据丹东
港公告， 由于公司有息债务负担
重，短期支付压力较大，“14 丹东港

本报记者 吴俊捷 广州报道

国内通用航空龙头中信海洋
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海直”，000099.SZ） 对中信
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中信医疗”）筹划近半年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最终以失败

挡不住的偿债洪峰

告终。
对于重组折戟的原因， 中信

从今年 1 月份开始，已经有多位员工投诉丹东港集团拖欠员工工资问题。

海直表示：“鉴于中信医疗重要子
公司在资产权属、 经营资质及历

丹东港集团是辽宁东部的大型
港口运营企业，在资金需求面前，债
券市场成为丹东港最重要的融资渠

金。 在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
师孙彬彬看来，自今年开始，债券
市场已经对丹东港不再认可，公司

现，从今年 1 月份开始，就有多位员
工投诉丹东港拖欠员工工资问题。 例
如， 今年 5 月 26 日， 一位员工投诉

而另一位员工则投诉称：“丹东
港已经近 4 个月没发工资了， 面临
巨额房贷压力。 ”11 月 10 日，丹东

史沿革上存在问题， 未完成全部
整改工作； 以及中信医疗重要子

道之一。 记者梳理发现，自 2010 年以
来，公司共计发行了 28 只债券，募集

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滚续债
务，导致资金链异常紧张，也为债

称：
“
本应该每个月 23 号开工资，可
是从 2016 年 10 月到现在从来没有

市劳动保障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丹东港员工反映的拖欠工资

估值水平和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
未能与中信医疗达成一致。 ”

资金 334.1 亿元。 截至目前，包含违
约的“
14 丹东港 MTN001”在内，公

券违约埋下伏笔。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短

准时过， 拖欠几个月更是家常便饭，
2017 年又是三个月没有开过工资，

情况属实， 已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立
案调查，现在正在走执法程序，更多

利益分歧 重组折戟

司仍有 7 只债券， 共涉及债务规模
79.5 亿元。
而随着今年 10 月份总计 30.6
亿元偿债洪峰的到来， 丹东港最终

期内袭来的偿债洪峰并不是“压
死 骆 驼 的 最 后 一 根 稻 草 ”， 而 是
丹东港面临港口群竞争激烈、腹
地经 济 疲 软 、“借 新 债 还 旧 债 ” 的

家里的贷款用什么还？ ”

情况不方便透露。

没有顶住压力。据了解，10 月 24 日、
27 日， 丹东港集团在按期艰难兑付
15 亿元规模的“
14 丹东港 PPN004”

投资策略、 过度投资扩张遭遇融
资紧缩等多重困局所带来的必然
结果。

16 丹东港”私募
和 5.6 亿元规模的“
债后，
“
14 丹东港 MTN001” 出现了

而在自身造血能力方面， 盈利
能力逐步下滑也让丹东港的财务状

实质性违约， 违约金额为 10 亿元人
民币。 目前，丹东港只是向托管机构
划付了 5860 万元应付利息。
从债权发行时间来看，2017 年
丹 东 港 需 要 偿 还 近 60 亿 元 的 债
务， 但并未能在债券市场募得资

况更加恶化。 数据显示，2016 年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为 8.94
亿元，同比大幅减少 19.09%。
事实上，丹东港陷入资金困局早
有端倪。 记者查询丹东市劳动保障监
察局主办的政民互动群众工作站发

工人在辽宁丹东港集装箱码头吊装作业。

作为一家立足通用航空的公

本报资料室 / 图

投资战略被指激进
在丹东港 2017 年建设项目中，301#10 万吨集装箱泊位工程已确定暂缓建设。
大肆举债背后， 是丹东港的激

动了十多个 10 万吨级以上专业泊位

年 4~12 月、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

进扩张战略。
据了解， 自 2012 年以来丹东港
港口扩建就非常明显，在建工程的体
量持续扩张。“
丹东港集团实际盈利
及现金流足以维持公司的运转，但战

及冷链物流、现代木材加工、本钢物
流、通钢物流等重点项目建设。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今
年 6 月 6 日出具的跟踪评级公告，
丹东港在建和拟建的重大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 11.05 亿元、24.43 亿元和
14.91 亿元。
不过记者从丹东市代管的东港
市发改局了解到，在丹东港 2017 年
建设项目中，301#10 万吨集装箱泊

押，处于受限状态，可以腾挪的空间
越来越有限。
数据显示，2017 年 6 月末，丹东
港账面货币资金为 15.21 亿元， 其中
14.41 亿元是受限的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公司可自由支配非金额仅 8000

略选择失误导致公司近年来投资十
分激进、债务迅速攀升。 ”中债资信评

合计总投资 223.32 亿元，截至 2017
年 3 月末已完成投资 148.49 亿元，

位工程已确定暂缓建设。该项目开工
于 2014 年，原计划 2020 年竣工，概

万元左右。 此外，公司的码头泊位、土
地、海域使用权等资产也被抵押用于

估有限责任公司分析称。
2012 年
“
丹东港集团三大项目”
扎堆开建。 据了解，三大项目包含大
型专业化矿石泊位、100 万吨海洋工
程船坞和现代农业综合项目， 总投

之后三年仍需投入 59.39 亿元。 公司
未来投资规模大， 有一定的筹资压
力，债务规模有可能继续上升。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公司主要
在建项目 19 个， 合计概算投资额

算 总 投 资 15.06 亿 元 ， 其 中 贷 款
10.54 亿元，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已落
实资金 4.94 亿元。 如果按计划建设，
该项目在 2018～2020 年还需分别投
入 1.25 亿元、4.50 亿元和 4.35 亿元。

取得银行贷款。 截至 2017 年 6 月末，
丹东港受限资产总额为 98.37 亿元，
占同期净资产的比重为 72.86%。
而随着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A”断崖式下调至“
C”之后，丹东

资合计 110.3 亿元。
2015 年， 丹东港再出大手笔，启

203.32 亿元，已落实资金 148.49 亿
元， 部分项目存在超概情况。 2017

雪上加霜的是， 面对债务的集
中到期， 丹东港大部分资产已被抵

港再融资压力和成本将大幅抬升、
资金链也将变得更加紧张。

国内快递业务增速垫底

控股先达国际 圆通速递国际化扩张“高歌猛进”
本报记者 郭少丹 北京报道

达国际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先达国际”，06123.HK）相关股
权的交割手续。
交割完成后， 圆通速递通过圆
通国际控股持有先达国际 61.75%
的股份，实现对先达国际的控股。圆
通速递方面在回复《中国经营报》记

在东南亚、
“一带一路” 沿线及华人
华企聚集的区域建立多式联运转运
集散枢纽，布局海外仓储、转运、集
散业务，服务进口与出口。
这只是圆通速递国际化战略的
一部分。 近一年来，从发起成立
“
全
球包裹联盟”，到战略布局“义（乌）

购先达国际， 圆通速递国际化战略
布局可谓动作频频。
不过， 在频繁发力国际化扩张
的同时， 圆通速递如何确保国内快
递业务增速“
不掉队”值得关注。 据
财报数据，今年前三季度，除美股上
市公司中通快递尚未公布数据外，

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战略并购高度
契合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有助于

新（疆）欧（洲）”班列，到牵头组建上
海国际物流商会， 再到此次战略并

圆通速递业绩增速在
“三通一达”中
排名垫底。

先达国际以空运及海运货运代
理为核心业务。 目前在全球 17 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公司实体，拥有 52 个
自建站点，业务范围覆盖超过 150 个
国家和地区、国际航线超过 2000 条。
对于此次并购， 圆通速递董事
局主席兼总裁喻渭蛟表示：
“
圆通速

达国际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林进
展亦表示，公司将以香港作为核心枢
纽，配合圆通速递的全球发展战略。
物流行业资深分析人士赵小敏
认为，此次并购，更大的受益者是先
达国际， 其可利用圆通速递的资源
拓展业务，提振业绩。

运舱位供应过剩， 行业价格竞争激
烈， 以及电子商务公司的净额亏损
等原因， 先达国际总营收同比下跌
11.05%至 28.79 亿港元， 净利润更
是同比暴跌 90.05%至 497 万港元。
对此， 快递业观察人士杨浩峰
表示，快递企业自建网点成本高、风

国际， 可以说是下了一步务实、经
济、见效快、风险小、短期内可以提
高综合竞争力的好棋。
不过，在赵小敏看来，圆通速递
的国际化战略能否和先达国际目前
的业务布局产生同频共振效益，还
要看圆通速递的战略是否清晰。 如

递与先达国际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业务可形成良好的互补和协同。 ”先

事实上， 先达国际的业绩表现
欠佳。 其中，2016 年由于空运及海

险大、见效慢，圆通速递通过收购已
在香港建立了全球物流网络的先达

果用圆通速递现有的模式运营先达
国际，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喻渭蛟在多个场合曾公开表
示，“一带一路” 建设迫切需要中国
快递物流企业走出去，“中国制造”
也需要和“中国服务”协同走出去。
中国的电商平台要“买全球”
“卖全
球” 需要中国快递企业同步“运全
球”“送全球”。

50 家快递及相关企业参与其中；9
月，圆通速递战略布局“义新欧”班
列，计划与华融资产、天盟集团三家
携手运营中欧班列。
不过， 在国际化拓展大步向前
的同时， 圆通速递还面临着国内快
递业务增长乏力的烦恼。

增长 38.38%；申通快递营业收入为
85.64 亿元，同比增长 25.99%，净利
润 11.27 亿元，同比增长 24.09%。
对比上述数据，尽管韵达股份、
申通快递的营收与圆通速递相差较
大，但净利润均已超过后者，增长幅
度也远将圆通速递甩在身后。 也就

用、维护成本极高，同时主要经营淘
宝的电商业务， 本身商品品类就不
是高利润业务；另外，圆通速递更倾
向于重资产类型， 固定资产的运营
和折旧费用相对更高。
赵小敏表示， 圆通速递能否
把核心业务壮大， 进一步提升竞争

喻渭蛟的想法也体现在圆通速
递战略部署上，“国内和国际融合”
战略显得尤为突出。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 5 月，圆通
速递宣布正式启动组建全球包裹联
盟（GPA），全球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财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圆通速递营业收入为 128.67 亿元，
同比增长 12.91%， 净利润 10.58 亿
元，同比增长 8.43%；韵达股份营业
收 入 为 68.3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0.39%，净利润为 11.76 亿元，同比

是说， 除美股上市公司中通快递尚
未披露三季度数据外， 圆通速递的
业绩增速在
“三通一达”中垫底。
杨浩峰分析认为， 圆通速递相
对于其他几家快递公司来说， 其拥
有自己的航空公司， 货运飞机的使

力，是能否顺利“出海”的核心支撑
力，也是国际化战略的最大看点。而
当下， 圆通速递的网络紧密度需要
快速提升， 团队架构随着业务扩张
需要优化重组，否则，重新加速进入
快速上升轨道尚有一定难度。

中国快递业“
第一起大规模跨
境并购案”终于尘埃落定。
11 月 4 日，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圆 通 速 递 ”，
600233.SH ）公告称，子公司圆通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圆通国
际控股”）与出售各方办理了收购先

公司的少数股东就相关子公司的

首起大规模跨境并购案

业绩增速“
垫底”

“还是利益划分的问题。 ”一
位曾数度参与中信医疗内部研讨
会议的医疗界人士向 《中国经营
报》 记者透露：“
主要还是中信医
疗拟注入资产牵涉大股东和少数
股东等各方利益， 在利益划分和
资产权属等方面众口难调， 存在
分歧。 ”
尽管中信海直及中信医疗均
向记者表示“不便置评”，但据了
解， 中信海直谋求重组背后正陷
入主业单一， 业绩不断下滑的困
局。而此次重组计划折戟，也意味
着中信海直“将由通用航空业务
单一主业转变为通用航空业务和
医疗服务业务双主业” 战略面临
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障碍而流产。

司， 中信海直是我国通用航空业
第一家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为通
用航空飞行服务业务和通用航空
维修业务， 此次寄望通过重组布
局医疗产业尚属首次。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
医院是中信医疗成立较早且业
绩较好的核心医疗资产。尽可能
地实现旗下优质资产的整体上
市，对中信医疗资产的增值无疑

此前的 2017 年 7 月，中信海
直公告称，拟对中信医疗 100%权

是利好。 ” 上述医疗界人士表
示，上市有利于满足扩张期的资

益发动重组， 并在公告中具体披
露了中信医疗资产概况。
据了解， 中信医疗持有中信
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有限公
司 58.04%的权益、杭州整形医院

金需求。
而中信 海 直 也 堪 称 理 想 的
重组发起方。“一方面，二者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 100%的权益，直接持有
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 60%的权
益等公司股权， 并投资中信运城
医院、 汕尾市人民医院及汕尾市
妇幼保健院等非营利性医疗服务

整合难度小且协同效率高；另一
方面， 中信海直股权架构简单、
业务板块边界清晰、资产债务组
成明了，综合来看，重组有望实
现二者共赢。 ”兴业证券刘姓分

机构。
但中信海直在公告中称：
“对于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
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 ”直
至此次重组失败，中信海直也未

析师称。
中信医疗会否在上述问题理
清之后继续谋求与中信海直的重
组？对此，中信海直称：“未来如有
合适标的， 公司不排除进行收购

明确拟购买中信医疗旗下资产
的具体范围。
“从之前中信医疗拟注入华
润凤凰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凤凰医疗’，01515.HK）的

的可能。”而中信医疗总经理助理
刘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仅表
示
“不方便说”。
“对 旗 下 资 产 进 行 重 组 是
中信医疗的内在需要， 也与中

行径来看，中信海直对中信医疗
的资产重组至少应该包含杭州
整形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杭州医院’）及中信惠州医院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惠 州 医

信集团意志相契合，但不一定会
继续选择中信海直作为重组标
的。 ”麦斯康莱创始人史立臣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中
信医疗正处于业务扩张、架构变

院’）。 ”上述不愿具名的医疗界
人士称。
记者也了解到 ， 中 信 医 疗

数较大的成长阶段，业态和组织
结构尚不稳定。若后续再有新的
资产被收至麾下，不排除注入其

2016 年曾计划将其所持有的杭
州医院 70%权益， 惠州医院 60%

他标的的可能，诸如与有利于巩
固主业发展的上市公司进行重

权益以 12.4 亿港元售予凤凰医
疗。 但最终因收购惠州医院和杭

组。 毕竟中信海直通用航空主
业与中信医疗的医疗主业无重

州医院的若干监管审批流程遇到

要关联。 ”

业绩承压 困局难解
谈及此次重组的原因，中信

通用航空维修，通用航空培训和

海直表示， 通过收购中信医疗，
公司将在现有的业务框架基础
上，紧抓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机
遇。 原预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
“由通用航空业务单一主业转变
为通用航空业务和医疗服务业
务双主业”。
在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

资本运营等四大类业务。
但记者梳理发现，中信海直
旗下通用航空运输主业，均围绕
工农林业等传统通用航空业务展
开。 在李晓津看来，中信海直主
业属传统业务领域，准入门槛低，
利润率也相对较低；私人飞机、空
中游览、航空体育运动等通用航

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看来，谋
求双主业的行径是中信海直应
对业绩乏力的无奈之举。
事实上，中信海直近两年业
绩正处于下滑通道。据 2016 年财
报显示，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
分别同比下滑 9.11%和 49.28%。
“
2016 年公司面临上市以来最大
的挑战，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位
运行，对公司主业海上石油飞行
经营业绩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
响。 ”中信海直表示。

空的新兴业态消费属性显著，强
调个性化、体验性，利润率相对较
高，但市场并不成熟。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珠海隆华
直升机科技有限公司孙姓工程师
的认可。 其表示：“更具性价比更
高效的无人机凭借无须飞行员、
易操作、易降落等特性，近年来俨
然成为通用航空领域当之无愧的
‘
风口’，这对于主营传统通用航空
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
中信通航董秘办工作人员也

由于成立之初，中信海直便
定位于为我国海洋油气开发提
供配套的直升机飞行服务，通过

表示：“无人机等新技术冲击传统
通航业务并非中信海直个体境
遇，而是行业困境。 ”

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客户
提供直升机服务，牢牢占据国内
海上石油飞行服务 60%左右市场

此外，困扰通用航空数年的政
策壁垒仍然存在。上述孙姓工程师
向记者表示，尽管 2013 年出台的

份额，且该主业为中信海直贡献
了八成左右的营收。
这种对主业的依赖也引起
了中信海直的重视，并逐步形成
了以海上石油、港口引航、陆上
通航等为主的通用航空运输业，

《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
规定》 放宽了通用航空的审批，
“但通用航空飞行还是难以实现
常态化， 中信海直需要在行业外
部环境成熟之前强化自身的综合
服务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