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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内讧，兰州黄河高层罗生门之斗

争夺兰州黄河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兰州黄河（000929.SZ）的股权
之争随着新一届股东大会的结束而
产生了结果。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股东大会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成
员，同 意 选 举 杨 世 江 、 牛 东 继 、 魏
福新、徐敬瑜、谢健龙、杨智杰、王
大股东与二股东的互相指责和明争暗斗，上演了兰州黄河高层罗生门之斗。

重胜、 李培根和贾洪文共九人组

（以下简称“新盛投资”）与“谭家”

诉讼， 将大股东新盛投资告上法

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历 时 近 一 年 的“杨 家 ” 与“谭
家”的 股 权 之 争 最 终 以“杨 家 ” 的

的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昱成投资”）展开了争夺。 身为
二股东的昱成投资要求获得三个
董事席位，但掌控董事长的新盛投

庭，请求判令解散新盛投资。 而大
股东新盛投资则接招，向甘肃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回购由
被告持有的特别债权及新盛投资

胜出而告终。
自 2017 年起，以“杨家” 为 代

资则始终将昱成投资排斥在董事
会之外。 为此，二股东昱成投资，向

和新盛工贸的股权。 大股东与二股
东的互相指责和明争暗斗，上演了

表的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兰州黄河高层罗生门之斗。

本报资料室 / 图

为何而战？

谁主黄河？
2017 年末，一桩普通的土地关

但二股东对于大股东的挑战

作为兰州黄河的
“
隐形大股东”已经

一直以来， 身为“西北啤酒

原因在于控制权和附带重组利

联交易，牵扯出了兰州黄河大股东、
二股东甚至波及三股东的高层内

尚未到此结束，在上述交易通过之
后、提交股东大会之前，二股东昱

9 年之久。
2016 年 10 月 27 日、28 日，控

王” 的兰州黄河因主营业务持续
低迷， 且热衷于证券投资而受到

益无法协调一致， 或者说是各
自将自己利益放在更高位置而

讧。 2017 年 12 月 11 日，兰州黄河
和大股东新盛投资的控股股东新盛

成投资抛出了对同一标的 7784 万
元的意向价，高出新盛工贸交易价

股股东新盛投资通过集合竞价交易
合计卖出公司股票 126.43 万股，11

行业内的诟病，且在 2016 年因证
券投资失利导致整个财年利润出

引发的， 大股东交易土地无非
是为了保壳，延缓重组压力，二

工贸达成协议， 兰州黄河拟将兰州
市七里河区郑家庄 108 号、 面积
77.84 亩的地块以 2068.78 万元转
让给新盛工贸， 该关联交易在当天

近 4 倍，意图阻止此次兰州黄河与
新盛投资的交易。 最终，2017 年 12
月 25 日，兰州黄河发布公告称，决
定撤销与间接控股股东新盛工贸

月 10 日 实 际 控 制 人 杨 世 江 卖 出
5234 股，两次减持因为违背了此前
的增持承诺而被深交所公开谴责。
而根据《重组办法》，实际控制人存

现亏损。 虽然在 2017 年的前三个
季度，兰州黄河实现了止亏转盈，
但该年 12 月末的土地资产出售
似乎让冲突充满了不确定性。

股东希望给大股东压力， 尽快
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重组。 但
就兰州黄河目前的状况来看，
如果最终内讧的争斗导致了兰

的董事会上获得通过。
但深交所要求兰州黄河对此次
关联进行说明， 兰州黄河在公告中

一笔 2068.78 万元的土地转让关联
交易，标的正是位于兰州市七里河
区郑家庄 108 号、 面积为 77.84 亩

在违规或被谴责的上市公司， 一年
之内不能进行资本运作。
最终导致内讧的爆发是新盛投

在土地交易的博弈中，兰州
黄河的实际控制人杨世江希望
将 土 地 资 产 “左 手 倒 右 手 ”， 转

州黄河被 ST， 那么就得不偿失
了 ，“ST 只 会 增 加 重 组 的 困 难 ，
将问题更加复杂化”。

披露， 持股 3.76%的第三大股东甘
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 （以下简称

的土地。
目前， 三股东工业交通投资是

资实际控制人杨世江突然减持，以
及股东大会否决了重组计划， 让原

移到新盛工贸旗下， 但昱成投
资却不惜以高额的资金作为赌

虽然 兰 州 黄 河 的 内 讧 让 公
司的经营显得风雨飘摇， 但行

“工业交通投资”） 的派出董事陈衣
峰曾委托董事牛东继投下反对票，

否已经卷入股权之争尚无定论，但
围绕着大股东与二股东的股权诉讼

本应该上位的“谭家”始终被排斥在
董事会以外， 原本协议已经荡然无

注， 强行干预和阻止交易的发
生。 值得注意的是，杨世江同时

业内认为， 兰州黄河还并未到
被借壳的地步。 旗硕物联咨询

认为“所涉土地的评估方式与评估
值的确认均存在瑕疵， 未考虑土地

共有三起，分别是昱成投资以
“
新盛
投资董事长期冲突， 无法对公司经

存，在
“
谭家”看来，“杨家”并未履行
当年的承诺；而对于“
杨家”来说，深

为兰州富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且该公司持

经理苗红指出， 因为兰州黄河
上市公司的身份， 决定了黄河

变性开发后的增值空间”，要求“将
该议案提交到股东大会审议”。

营管理事项做出通过的决议” 等为
理由，要求解散新盛投资；昱成投资

交所和股东们的态度无法完成旧时
的重组设想， 而留下的只有双方的

有兰州黄河 0.56%的股份，而谭
岳鑫身后的鑫远集团同样为房

啤酒不同于其他地方酒厂，并
不能被啤酒巨头们随随便便地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曾
作为三股东代表的陈衣峰早已经从
工业交通投资离职， 并在二股东昱
成投资参股的一家企业就任总经理

发起另一起诉讼， 要求解散新盛工
贸； 黄河集团要求回购昱成投资持
有新盛投资 49%股份和新盛工贸
45.95%股份的诉讼。 就三宗诉讼的

23.79%的股份。而这样来看，虽然昱

正面冲突了。
对于昱成投资始终在董事会之
外的问题， 兰州黄河方面回应记者
称， 在二股东昱成投资取得大股东

地产投资公司。
此前， 有声音认为谭岳鑫的
入股以及重组计划， 旨在将房地
产投资公司鑫远集团拟借壳上

收购， 嘉士伯入股兰州黄河多
年， 无任何大动作也说明了啤
酒巨头们对黄河啤酒并不太感
兴趣。 且黄河啤酒就单纯从主

一职，对于此次土地交易，陈衣峰究
竟代表哪一方目前尚不得知。 该消
息也得到了兰州黄河方面的证实，
兰州黄河回应记者， 陈衣峰作为公
司董事委托其他董事投反对票的立

目的来看， 双方均将对方踢出兰州
黄河为目的。
作为二股东的昱成投资直接持
有兰州黄河 8.88%的股权， 和大股
东新盛投资（截至 2016 年年底持股

以兰州黄河实际控制人的杨世江为
代表的新盛工贸曾与谭岳鑫控制的

新盛投资 100%股权之前，昱成投资
不介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大股东、
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大股东新盛工贸
具体的生产经营管理， 这也是二股
东 2008 年介入兰州黄河至 2017 年

市，因而引得深交所的问询。 而在
董事会换届前夕土地交易的一波
三折， 给整个事件画上了更大的
问号，“杨家”与“谭家”从合作到
反目究竟是为了兰州黄河的壳还

营业务来看， 并不能称得上是
优质资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
黄河啤酒并非毫无转机， 目前
在 A 股上市的啤酒企业并不
多 ， 且 从 2017 年 趋 势 来 看 ， 各

场， 究竟是代表哪一方公司董事会
表达对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反对意
见，公司难以判断。

20.61%）的 49%股份，以及新盛工贸
45.95%股份。按照上述计算，
“
谭家”
间接和直接控制兰州黄河共约

3 月份，9 年来在上市公司中没有董
事席位， 其也不要求进入董事会的
原因。

是公司旗下的各类资产？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分
析认为， 两大股东的内讧根本

大地方啤酒品牌都说复苏，如
果兰州黄河能够安稳度过此
劫，也并非不能翻身。

隐形的大股东
兰州黄河

新盛投资
20.61%

新盛工贸
51%

杨世江
48.64%

昱成投资
8.88%

昱成投资
49%

昱成投资
45.95%

成投资为名义上的二股东， 但却是
实际上的“
隐形大股东”。
根据《证券日报》的报道，此前

鑫远投资（后转移到昱成投资，两者
的控制人均为谭岳鑫）签订协议，成
立了现在的新盛投资， 并共同持有
“谭
兰州黄河的股权，而目的在于让
家”上位成为大股东，并主导公司的
“谭家”
重组。因此，自 2008 年至今，

再争高端 沱牌或成逐利牺牲品
本报记者 刘旺 党鹏 北京报道

近日，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 简 称 “沱 牌 舍 得 ”，600702.

SH）发布拟更名公告，引起了业内
的关注。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舍得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舍弃了“
四川沱牌”的

尽管沱牌舍得在公告中表示将
会继续“大力实施沱牌舍得双品牌

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表示：
‘沱牌’主打中低端，‘
舍得’则是次
“

是毅然放弃沱牌， 会有无根之水
的危险。 ”

根据沱牌舍得发布公告显示，

字样。也就是说，以
“悠悠岁月酒，滴
滴沱牌情” 闻名的沱牌酒将从公司
名称中消失。

战略”，但业内仍有声音认为，酒企
取名多采用单品牌战略， 此举对于
沱牌的品牌发展不利。

高端品牌， 发力舍得就是发力中高
端， 理论上既符合消费升级趋势，
又符合行业品牌高端化进程，但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品牌战略
等相关问题向沱牌舍得致电并发送
采访函，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

为了“突现舍得品牌” ，公司的中文
名将由目前的“四川沱牌舍得酒业

再度更名

再争高端

沱牌舍得的一纸更名公告受到
业内的热议。公告中显示，公司在后
期将“
致力于将舍得打造为一流的
高端白酒品牌， 将沱牌打造成大众
名酒领导品牌”。
而此次更名也引发了业内的诸
多讨论。 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
此举有些“冒进”，“
舍得是一个新品
牌，相对于沱牌这一老品牌来说，并
没有广泛取得消费者的品牌认同”。
记者了解到， 沱牌舍得作为上
市酒企已经走过了 22 年。“悠悠岁

源，提高公司市场投入的效率，实现
‘
沱牌’和‘
舍得’双品牌相互融合和
推动”。 业内有声音认为，此次更名
并没有特别强调双品牌， 其中的取
舍之意已经非常明显。
蔡学飞分析认为， 沱牌舍得此
次更名动作，谋求高端意图明显。但
之所以舍弃沱牌， 与沱牌自身盈利
能力下降、 舍得产品利润不断上涨
不无关系。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
于资本的逐利性。
记者了解到， 沱牌舍得在上市

64.21%，但销售收入只占 15.01%。 而
这些显然不是资本愿意看到的，这也
就不难理解天洋控股为何急于
“
将舍
得打造为一流的高端白酒品牌”。
蔡学飞告诉记者：“天洋控股入
主沱牌舍得后， 一系列动作使得企
业业绩有所回升。 但是由于资本的
逐利性是唯一的， 在高端化成为趋
势的大环境下， 资本也会本能性地
选择舍得这一盈利性更强的品牌进
行战略重点部署， 沱牌也就成为了
资本逐利的牺牲品。 ”

事实上， 沱牌舍得两度更名
动作， 都是为了布局高端。 2011
年， 沱牌舍得发布公告称，“更名
主要是为了突出‘舍得’品牌。 为
实施双品牌发展战略， 进一步宣
传‘舍得’品牌，提升‘舍得’品牌
知名度。 ”而此次更名公告，沱牌
舍得也表示，公司“致力于将舍得
打造为一流的高端白酒品牌，将
沱牌打造成大众名酒领导品牌”。
但根据过去五年的财务报表
显示，沱牌舍得在 2012 年至 2016

掉了“四川”二字，在白酒专家杨
承平看来， 这也是全国化布局的
结果。“此举有利于弱化地域色
彩，以谋求舍得品牌的全国化。 ”
杨承平表示。
除了更名动作， 沱牌舍得的
高端化道路也紧跟了此次涨价潮
流。 日前，沱牌舍得营销公司发布
涨价通知， 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
期， 对品味舍得酒执行新的价格
体系。 其中，52 度品味舍得酒经销
商价格每瓶上涨 20 元，团购价格

井坊、郎酒、汾酒在此价格带上均
有布局，不管是全国化扩张，还是
深耕区域， 舍得都面临着极大的
竞争。
蔡 学 飞 告 诉 记 者 ：“
400~600
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价格带，也是
消费升级的主力价格带。在这个价
格区间内，酒企能够得到相应的利
润， 同时也能进行一定的品牌塑
造，以摆脱中低端的渠道战。 而在
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未来这一价
格带消费空间大，也能够给企业的

月酒，滴滴沱牌情”的广告语让消费
者记住了沱牌曲酒。 而早在 1988
年，沱牌曲酒就荣获了“中国名酒”
称号， 也成为了消费者认识沱牌的
一个标签。 2001 年，当时的沱牌曲
酒推出“舍得”这一品牌，也是后来
沱牌集团重点发展的高端战略性品
牌。 但 2012 年至 2015 年，沱牌舍得
业绩直线下滑，营收遭到腰斩。2016
年，天洋控股集团入主沱牌舍得，在
资本的助推下， 沱牌舍得开始了新
的一轮发展。

酒企当中的位势其实不太理想。
2017 年前三季度，沱牌舍得净利润
为 9547.42 万元， 是仅有的两家净
利润低于 1 亿元的上市酒企之一。
另一家上市酒企金种子酒业绩下滑
已久，而沱牌舍得业绩呈正增长，净
利润竟低于体量更低的金徽酒、青
青稞酒和酒鬼酒。业内有声音认为，
正是由于毛利率较低的沱牌产品占
据了大部分的销量， 才造成了沱牌
舍得如今的位势。
根据 2016 年年报显示，沱牌舍

同时记者了解到， 除了沱牌舍
得， 水井坊也曾进行过更名。 2006
年， 全兴股份为了重点推广高端品
牌更名水井坊， 而全兴这一品牌也
成了高端化之路的牺牲品，“老八大
名酒”最后没有逃过被卖掉的命运。
蔡学飞认为， 白酒企业进行更
名都是聚焦战略的结果， 不一样的
是全兴股份自身缺乏高端产品的支
持， 而舍得已经成长为区域中高端
产品的代表品牌，所以相对来说，成
长性更佳。

年间， 中高档白酒的营业收入分
别为 14 亿元、8.6 亿元、8 亿元、7
亿元和 10.5 亿元。 在 2016 年之
前，呈逐年下滑的态势，高端化之
路走得并不理想。
但 2016 年下半年以来，天洋
控股入主沱牌舍得之后， 随着白
酒行业集体回暖， 舍得品牌产品
也逐步打开了市场。 记者了解到，
2016 年 6 月， 天洋控股集团耗资
38.22 亿元，拿到了沱牌舍得的控
股权。 此后，沱牌舍得推出了回归

达到 488 元 / 瓶， 商超餐饮零售
指导价达 568 元 / 瓶。 而在这个
价位，郎酒、水井坊、洋河等品牌
白酒将会对其施加不小的压力。
杨承平表示：“在 400~600 元
的价格带的竞争非常激烈， 如果
不考虑香型的话，五粮液、茅台等
一线名酒的贴牌产品， 加上一些
区域性的强势品牌， 都会对舍得
的产品造成一些冲击。 而与舍得
同一香型的洋河， 经历了多年的
渠道深耕， 洋河梦 3 已经牢牢占

品牌升级打造基础。所以导致各个
酒企纷纷涌入。 ”
然而进军这个竞争如此激烈
的价格带也是势在必行的。“现在
的酒企普遍面临着成本压力，这
也是目前提价潮的主要原因之
一。 舍得也必须进军这个价格带，
如果不能高端化， 则会面临着被
边缘化。 ”蔡学飞说。
而对于此次沱牌舍得寻求高
端化道路的动作， 蔡学飞认为：
“沱牌舍得本身仍然属于区域性

而此次更名动作， 已经是沱牌
舍得自 1996 年上市以来的第三次

得旗下中高端酒的毛利率为
71.66% ， 低 档 酒 的 毛 利 率 仅 为

而对更名后的沱牌是否会面临
与全兴相同的境遇， 蔡学飞表示：

主业、聚焦高端的经营策略，并且
在东北和华中地区加强渠道建

据了这个价格带的主动权， 在全
国各地都会对舍得的品牌建设造

产品， 并且自身没有相应的大单
品， 短期内无法快速提升销量以

改名，上市时，其名称为沱牌实业；
次年改为沱牌曲酒；2011 年， 又更
名为沱牌舍得。
公司更改为沱牌舍得时曾表
示， 更名是为了“
整合公司宣传资

27.77%。 而根据沱牌舍得 2016 年年
报显示， 以舍得为主的中高档酒，销
售只占公司的 35.79%， 但完成了公
司酒类销售收入的 84.99%； 以沱牌
大曲为代表的低档酒， 销售占据

“
沱牌作为老名酒，品牌价值还是有
的， 对于资本来说具有一定的可操
作性。天洋如果进一步放开，进行独
立运作，推进资本市场的话，对于沱
牌来说还有一定的期待性。 ”

设。 据相关资料显示，2016 年，沱
牌舍得的经销商就增了 282 家。
但同时， 其市场开发费用也猛增
至了 9000 万元。
而此次沱牌舍得更名更是去

成影响。 ”
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茅台、
五粮液等全国性一线品牌的系列
酒占据着 400~600 元的价格带，
一些区域强势酒企如剑南春、水

支撑高端化进程。 同时，在白酒营
销模式不断创新的今天， 沱牌舍
得传统的经销商渠道还需要改
革， 以寻求快速打开更多市场的
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