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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投资百亿却停产

预亏超 40 亿 湖北宜化流年不利
本报记者 王金龙 北京报道

2018 年 1 月 31 日， 湖北宜化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
宜化”， 000422.SZ）披露了 2017 年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17 年度
将发生亏损 44 亿元至 48 亿元。
或许是受此消息影响，2018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和 2 月 2 日，湖

北宜化股票交易价格收盘跌幅分别

而成为宜化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

子公司停产

为 10.07%、9.90%和 9.83%。
除此之外，湖北宜化的控股权

在湖北宜化发布 2017 年业

在运行之外，其他设备均处于停

曾通过非公开发行募资 15.78 亿

转让事宜亦以失败告终。 根据此前
公布的初步合作方案，宜昌市国资

司湖北宜化、双环科技的间接控股
股东。
对于上述事宜，《中国经营报》
记者联系湖北宜化采访， 但截至发

绩预告之后， 深交所对其进行问
询，要求其详细说明 2017 年四季

滞状态。
该人士亦称，“7·26”事故中

元用于“年产 40 万吨合成氨、60
万吨尿素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

委以其持有的宜化集团 51%的股
权对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以

稿未收到回复。此前，湖北宜化董秘
强炜曾坦言， 湖北联投与湖北宜化

度亏损大幅增加的原因及预计金
额、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依据、相

新疆宜化不仅受到严惩，还被列
入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

为 20.24 亿元，其余资金由公司自
筹。 随后，在 2011 年，湖北宜化再

下简称“湖北联投”)进行增资，湖
北联投取得宜化集团的控股权，进

的合作终止具体决议在宜化集团，
湖北宜化并不掌握。

关财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

管理。 另外，国家安监总局明确

规定等。
记者注意到， 在湖北宜化回
复关于深交所问询函中， 重点提

指出，将严格控制宜化集团及其
所属企业建设项目审批。 鉴于湖
北宜化集团所属煤矿、化工等行

次发布公告， 称新疆宜化拟上马
新疆“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
吨聚氯乙烯项目”。 据 2013 年年
报披露， 该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为
75.83 亿元。

业绩亏损难止

及曾在 2017 年发生重大安全事

业的多个企业近年来生产安全

继 2018 年 1 月 22 日， 原宜化

故的新疆宜化。 据湖北宜化公告

事故频发，反映出该集团及其所

据此统计， 历年来湖北宜

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蒋远华因涉
嫌严重违纪， 接受审查消息之后，1

称，新疆宜化亏损约 7 亿元，而且
在 2017 年 7 月 26 日因安全事故

属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责成各地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提

化针对新疆宜化的各项投资额
度接近百亿元。 然而， 新疆宜

月 30 日， 湖北宜化预亏 44 亿元至
48 亿元的公告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对于业绩亏损原因， 湖北宜化
解释称，报告期内，公司重要子公司

（以下简称“7·26”事故），于第四
季度全面停产， 同时支付大额事
故处理费用。

请本级政府 3 年内依法暂停审
批湖北宜化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新建、扩建和重组 、 兼 并 高 危 项

化似乎并没有给湖北宜化带来
太多的利好， 而是将其拖入了
泥潭。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疆宜化”） 因安全生产事故被责

化并非只有“
7·26” 一起事故。

“
‘
7·26’ 事故就是压垮宜化

新疆宜化“
2·12”事故后，电石、聚

2017 年 2 月 12 日，新疆宜化就曾
因发生了电石炉喷料事故，造成 2

‘
一根稻草’。 ”上述不
集团的最后
愿具名的宜化集团人士向记者坦

氯乙烯装置停产，“7·26”事故后，
尿素、三聚氰胺、火力发电装置停

令停产整顿， 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吊

事实上，在 2017 年，新疆宜

受子公司拖累，湖北宜化预亏超 44 亿元。

本报资料室 / 图

销，该公司聚氯乙烯、电石、尿素、三
聚氰胺、 火力发电及有关副产品装
置停产， 造成重大经营性亏损和资
产减值损失共计 22 亿 ~26 亿元。
其次，在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
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香
溪化工有限公司因技术改造、 环保
等原因停产， 造成经营性亏损和资
产减值损失。另外，因原材料供应以
及价格上涨等问题， 多个子公司限
产、 停产， 也是造成湖北宜化在

目、装置和企业。

据湖北宜化回复深交所称，

2017 年大幅度亏损的主要原因。

亏损两年，湖北宜化将被“
戴帽”。

人死亡、3 人重伤， 被当地政府责
令停产整顿；同年，在 6 月 22 日，

言，在“7·26”事故之后，几乎所有
的银行对宜化集团停止了放贷，

产，大量资产闲置。 预计资产损失
及减值金额为 12 亿元左右。 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湖北
宜化就已经开始亏损。 据其公告显

“湖北宜化公布的 2017 年预计
亏损数据应该是准确的， 因为集团

在停产整顿期间， 再次发生了一
起承包商高空坠落事故， 造成 1

导致宜化集团资金链断裂， 从而
出现欠缴员工社保、 缓发员工工

时，公开资料还显示，近年来湖北
宜化曾屡屡为包括新疆宜化在内

示 ， 湖 北 宜 化 2016 年 营 收 约 为
151.8 亿元，比上年下降 17.21%；利
润总额亏损近 13.39 亿元， 比上年
同期下降 1538.49%；归属上市公司

曾经多次开会要求， 要正视宜化目
前的现状， 所以公司不会藏着掖

人死亡。
“鉴于新疆宜化 2017 年连续

资等情况。 对此，记者向湖北宜化
求证，但是未得到回复。

的子公司进行担保， 担保金额超
过百亿元。

着。”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宜化集团人
士向记者表示， 宜化集团不仅仅是

发生事故，随后，包 括 宜 化 集 团

公开资料显示， 新疆宜化曾

湖北宜化在 2017 年预亏 损

股东净利亏损 12.49 亿元， 同比下
降 3628.84%。

上市公司面临困境， 整个集团都面
临困境， 但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

在内被通报批评，新疆宜化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也被吊销。 ”一位

经被宜化集团寄予厚望， 也被湖
北宜化视为利润的主要增长点，

之后，由于连续两年亏损将被“戴
帽”，那么 2018 年，湖北宜化将通

宜化集团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截
至目前新疆宜化除了供暖设备

从而重金投入。
比如在 2010 年，湖北宜化就

过哪些方式实现扭亏， 本报将持
续关注。

按照上市公司规定， 如果连续

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了。

或被踢出道琼斯指数

GE“瘦身”背后：单季亏损近百亿美元
本报记者 秦枭 吴可仲 北京报道

不断。
1 月 24 日，GE 发布 2017 年

亿美元。
在上述财报发布的当天，GE

年对于公司来说是充满了挑战的
一年。四季度财报亏损的主要原因

从裁员万余人， 再到单季亏
损近百亿美元， 美国通用电气公
司（GE）这个工业 巨 头 可 谓 麻 烦

四季度财务报表，公司出现大幅度
亏损，亏损金额近 100 亿美元。 而
去年同期该公司甚至还盈利 34.8

还宣布正在接受美国证监会
（SEC）调查。 GE 在给《中国经营
报》记者回函中表示，过去的 2017

是发电业务由于整体行业表现而
低于预期，以及预料之外的保险业
务额外支出状况。

亏损百亿美元

作为伊梅尔特的继任者，约翰·
弗兰纳里走马上任之际， 便对 GE

石燃料电厂需求的减少， 全球电力
业务部门将裁员 1.2 万人。 该裁员

开始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 弗兰纳
里表示，GE 将在未来两年内出售

人数约占全球电力业务部门员工总
数的 18%。

超过 200 亿美元的业务， 未来将专
注于医疗、电力和航空三大业务线。

作为 GE 的主要竞争对手，西
门子与其同病相怜。 后者亦宣布，

而对于前任 CEO 伊梅尔特引
以为傲的数字化业务部门，弗兰纳里
似乎并不
“
感冒”。弗兰纳里已经下调

由于电厂和驱动技术业务不佳，在
全球裁员 6900 人， 主要涉及电力
和天然气部门、制造业部门和传动

GE 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878
年时托马斯·爱迪生创立的爱迪生

管理界中的“老虎伍兹”， 所有
CEO 都想效仿他。

2015 年 4 月份开始，GE 逐步
剥离众多金融服务业务，包括 GE

不过， 自 2001 年伊梅尔特掌
舵之后， 苹果市值已经超过 8000

了
“
GE 数字”2020 年的收入预期，从
150 亿美元下调至 120 亿美元。

部门等。
据彭博报道，GE 可能会被剔

电灯公司。 1981 年，杰克·韦尔奇
就任 GE 的 CEO。 彼时 GE 旗下

但 GE 的第 9 任 CEO 杰夫·
伊梅尔特看似并不情愿做一个纯

信用卡和零售金融。收购了能源领
域的龙头企业阿尔斯通，宣布合并

亿美元，GE 的市值却蒸发约 1000
亿美元，股价下跌了约 30%，而同

不过，GE 表示，公司会持续对
业务各个层面进行审核， 以确保通

除出道琼斯指数。据悉，自道琼斯指
数诞生起，GE 就是其成份股。 但德

仅有照明、发动机和电力 3 个事业
部在市场上有一定话语权，其销售

粹的模仿者。
与杰克·韦尔奇不同，杰夫·伊

GE 油气和油服巨头贝克休斯，同
时还剥离了公司的传统业务部门

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却上涨了约
120%。 GE 也因此成为道琼斯工业

过最为合理的组织架构为其客户、
股东以及员工带来最大利益。 目前

意 志 银 行 分 析 师 约 翰·英 奇 (John
Inch) 在一份客户报告中写道，GE

额仅为 250 亿美元， 盈利 15 亿美
元，市值在全美上市公司中仅排名
第十。
到 1999 年， 通用电气实现了

梅尔特就任之初，便被不友好的周
遭环境所缠绕，“9·11”事件、全球
金融危机，以及塑料市场利润率暴
跌、油价下跌、互联网巨头相继崛

GE 家电、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
（NBC Universal）和塑料业务。
在伊梅尔特的主导下，GE 开
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将公司内所

指数中最差的个股。
2017 年 10 月，伊梅尔特提前
辞去 GE 的 CEO 职位，黯然离去。
根 据 GE 发 布 的 2017 年 第

公司还没有作出任何相关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 GE 下调数字

有可能被道琼斯指数剔除出局，“抛
开其他挑战不谈， 由于绝对股价持

业务预期收入之后，西门子、ABB 这
些传统工业制造业巨头却纷纷大举

续下跌，GE 越来越沦为另类，因此
成为可能被剔除的对象”。

1110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和 107 亿

起。这一系列事件都足以给风头正

有的数字化职能部门整合成一个

四季财报， 当季其亏损约 100 亿

美元的盈利， 市值已位居世界第
二。并因此连续 3 年在美国《财富》

劲的 GE 当头棒喝。
在伊梅尔特任职的过程中，

统 一 的 数 字 化 业 务 部 门——
—GE
数字部门(GE Digital)。

美元， 而上年同期其则获利 34.8
亿美元。 若以每股计算，GE 可持

进军工业数字化业务，并且都取得了
不俗的业绩。西门子第三季度财报显
示，其数字化企业业务稳步增长。 订

GE 表示无法对上述说法发表
评论。 同时，GE 强调，其是唯一一
家自道琼斯指数诞生之日起就在列

杂志“全美最受推崇公司”评选中
名列榜首。

GE 基本延续了韦尔奇时代的业
务。不过，上述种种因素，也催生了

伊梅尔特当时表示， 到 2020
年，GE 在数字化业务的营收将达

续 经 营 业 务 的 每 股 亏 损 1.15 美
元， 上年同期则为每股盈余 0.39

单额达 30 多亿欧元， 利润上涨至近
5 亿欧元，仅次于医疗业务。

的公司， 在历史上已经历过许多经
济涨跌周期， 所以懂得如何发展业

伊梅尔特对 GE 的革新。

到 150 亿美元。

美元。

巴菲特曾评价杰克·韦尔奇为

而在此之前，GE 宣布，由于化

务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