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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鸟债券多次临停 主业下滑明显
本报记者 顾莹 孙吉正 北京报道

3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了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贵鸟”，01819.HK）旗下公司
债“14 富贵鸟”（122356.SH）盘 中

临时停牌的公告。这是自 3 月 1 日

富贵鸟”收盘价仅为 12.19 元。

外，有可能其上下游企业也会对富贵

复牌后，“14 富贵鸟” 第五次收到

某位从事投资领域的工作人员

鸟产生不信任，从而产生连锁反应。

相同公告，原因都是交易出现异常
波动。其间，债券跌幅曾超过 90%。
此外， 与 2016 年 9 月份停牌前收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富贵鸟出现
的债务危机对其经营层面将带来巨
大影响。 如果企业没有信用的话，除

关于富贵鸟的债务产生的影
响和主业经营策略等问题，记者给
富贵鸟发去了采访函，截至发稿前

盘价为 103.8 元相比，3 月 7 日“
14

了融资受限、 业务无法正常进行之

仍未收到回复。

信用降级
富贵鸟是一家港股上市公司，

息，金额合计约 1.58 亿元，被担保

3 月 1 日才复牌。 其原因就有此前

分的理由。 ” 某位从事投资领域的

其在内地交易的债券“
14 富贵鸟”
经历了 18 个月的停牌后， 终于在

单位是厦门帝一贸易有限公司。
已知的还有一笔富贵鸟帮助

存在未披露的多项对外担保事项。
综合诸多因素，债券评级机构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债券“
14 富贵鸟” 受托管理

2018 年 3 月 1 日复牌，复牌后的价
格出现极大波动， 股价一度从 100

经销商的担保也临近履约期。2017
年 4 月 21 日， 富贵鸟为经销商厦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方金诚”）于 2018 年 2

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在 2017

元跌至约 8 元。 有券商从业人员向
记者表示，因富贵鸟自身出现问题

门太田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 2017 年 4 月 21 日

月 12 日披露了《东方金诚关于下调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
“
14 富

年 7 月发布的临时报告中显示，
2017 年 5 月，
“
14 富贵鸟”的发行人

而导致债券大跌，如果富贵鸟港股

至 2018 年 4 月 21 日。 2018 年 2

贵鸟”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富贵鸟

实际控制人林和平董事长、执行董

复牌，股份下跌的可能性也较大。

月 27 日， 富贵鸟全资子公司富贵

主体信用等级下调至 CC 级， 维持

事林国强、林和狮、林荣河，及发行

3 月 8 日，富贵鸟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发生担保履约
事项的公告。富贵鸟全资子公司富

鸟（福建）鞋服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被划转用于归还厦门太田商贸有
限公司的借款， 金额约为 1029 万

评级展望为负面，同时将“
14 富贵
鸟”债券的信用等级下调至 CC 级。
CC 级意味着“在破产或重组

人股东 Fuguiniao Holdings Ltd.、富
贵鸟集团有限公司被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澳门分行向香港高等法院

贵鸟（福建）鞋服有限公司于 2018

元。 截至 3 月 8 日,富贵鸟方面表

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

提出起诉追偿贷款。国泰君安称，富

年 2 月 22 日及 2018 年 2 月 27 日
分别发生担保履约，银行存单及其
产生的存单利息被银行划转用于

示，上述有关款项均未收回,有关
款项的回收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
据悉，
“
14 富贵鸟”在 2016 年 9

偿还债务”。 而在 2017 年，富贵鸟
还是 AA 级别。
“
一般来说， 信用评级机构能

贵鸟有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偿债
压力加大。 此外，还发现 2014 年和
2015 年富贵鸟有未入账的担保事

归还被担保人的借款及其借款利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直到 2018 年

把企业调这么低级别一定是有充

宜，且未能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富贵鸟想要重振主业需大量的资金来调整， 而其出现的债务危机对其经营层面将带来巨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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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回主业
公开信息显示，富贵鸟曾是国

来调整。 ”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上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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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
伟雄向记者表示。

2013 年于香港成功上市。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据国泰君安调查显示，2016 年
受行业竞争加剧和线下销售受冲

赖阳也告诉记者， 富贵鸟的债券大
跌主要是投资人、 债权人不看好企

击等因素影响，富贵鸟零售门店数
量大幅下降，主要产品销量和均价

业的经营前景。 传统服装品牌市场
份额在下降， 传统的经营模式在电

均较上年继续下滑。

商的冲击下没有找到战略方向，只

自 2015 年开始，富贵鸟的业绩
就出现下滑。 相关财报显示，2015

好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领域， 进行多
元化投资。

年富贵鸟净利 3.92 亿元，同比减少
13.09% ；2016 年 净 利 润 减 少 约

除此之外，对于家族企业来说，
内部结构的稳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

59.16%，至 1.63 亿元。 2017 年上半

上发挥作用。富贵鸟停牌期间，公司

年业绩净收入约 4.12 亿元，同比减
少 48.09%，归属于富贵鸟所有者的

多名董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发生了
一系列变动。

净损失约为 1088.7 万元。
为了改善业绩，富贵鸟在不断

2016 年 11 月 22 日，富贵鸟发
布公告称， 董事会接到 5 位股东书
面提请通知， 要求董事会召集股东
大会并在会上提呈包括建议罢免陈
华敏、龙小宁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罢免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核数师的议案。

债券“14 富贵鸟”回售资金兑

扣履约的金额）合计至少 42.29 亿

公告称，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

贵鸟”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调

的尝试转型和多元化发展，例如其
曾想进军童鞋童服市场，也曾建立
电商团队推广线上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在主业相
关的细分领域进行探索， 富贵鸟还

付日为 2018 年 4 月 23 日。而国泰
君安在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中称，
截至 3 月 1 日，发行人回售资金的

元，相关金额很可能无法收回；另
有 1.65 亿元存款受限且很可能被
银行划扣履约。 发行人截至 2017

料，发行人至少存在 49.09 亿元资
产金额很可能无法收回，包括货币
资金 1.65 亿元、应收账款 2 亿元、

整回售登记日期的议案》。 对此，
有业界评论， 此次的回售将大概
率被延后。

有自己的矿业公司。 据相关媒体报
道，富贵鸟这两年有投资做 P2P。 富
贵鸟前执行董事林国强， 生前曾因

2017 年 3 月，陈伟盛又辞去公
司财务总监一职。 2017 年 4 月 11
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已自 2017

偿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若
投资者选择回售本期债券而发行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为 2.27 亿
元， 其中定期存款 1.65 亿元处于

存货 2 亿元、其他应收款 42.29 亿
元、固定资产 1.15 亿元。 目前，发

富贵鸟的债务危机在企业经
营层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上

富贵鸟集团金融借款合同担保身陷
2.9 亿元债务纠纷， 可能也与此相

年 3 月 17 日起辞任富贵鸟核数师。
2017 年 5 月 23 日， 富贵鸟直接宣

人无力购回，则发行人其他债务可
能面临加速到期的情形，将导致发

质押担保受限状态， 到期被划转
代偿的可能性较大。 以此推算，发

行人债务总额约 30 亿元， 包括本
期债券本金 8 亿元及相应利息、

述从事投资领域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 债务危机对企业影响巨

关。 记者梳理发现，富贵鸟董事长林
和平旗下有超过 10 家企业，其中就

布暂停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华敏的职
务。此后，龙小宁及陈华敏联名发出

行人流动性进一步紧张。
富贵鸟在 2 月 28 日 发 布 的

行人可动用的活期存款及现金不
足 1 亿元。

“16 富贵 01” 本金 13 亿元及相应
利息、银行贷款约 5 亿元，其他经

大， 如果一个企业出现债务违约
了，那么它通过债券融资的可能性

有石狮市富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比起鞋服企业毛利较低，投

辞任函， 同时揭开与富贵鸟就财务
及公告披露方面存在的矛盾， 包括

2014 年 公 司 债 券 复 牌 公 告 中 提
到，债券回售资金偿付存在重大不

此外， 根据富贵鸟 2017 年半
年报（修订版）称，其存在未及时披

营性负债约 3 亿元。若发行人上述
资产最终无法收回，可能导致发行

就非常小了，包括通过其他方式融
资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企业没有

入周期较长，很多传统企业都想进
入高杠杆的金融领域。 想要多元化

富贵鸟未就事实资料回复香港联交
所的查询； 公司延迟刊发财务报告

确定性,正尝试通过一切可能的方
式筹集兑付资金。

露的资产抵押事项，抵押担保金额
合计 4.14 亿元； 存在未及时披露

人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
对于富贵鸟面临的巨额债务

信用的话，除了融资受限业务无法
正常进行之外，有可能其上下游企

发展的富贵鸟的核心问题，恰恰就
是投资领域多导致的负债过高。 目

及复牌的原因； 对公司的财务资料
及 2016 年中期业绩有意见分歧等。

然而， 富贵鸟的债务情况并
不乐观。 截至 3 月 1 日，发行人资

的信用担保事项， 担保金额合计
1.03 亿元。

和资金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问
题，3 月 7 日， 国泰君安发布公告

业，供应商或者客户都会对他这个
企业的信用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企

前来看， 如果富贵鸟想重振主业，
迅速调整适应新环境，面临的困难

程伟雄向记者指出，富贵鸟主
业经营不善与其内部管理层意见不

金拆借金额 （含担保已被银行划

3 月 1 日，国泰君安证券发布

表示，将于 3 月 21 日召开“14 富

业来说是连锁反应，影响很大。

还是很大，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资金

一也有关系。

兑付承压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南山集团简介

南山集团多个项目被列入山东省重点发展产业规划
近日，山东省相关部门召开了全面展
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并正
式发布《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
施规划》。 南山集团多个项目被列入各产

机总装、部装及机载设备、航空发动机、航
空铝型材、钛金紧固件、航电设备等关键
部件。南山航空材料产业园被列入高端装
备产业重点建设内容。

工建设。 园区建成全部投产后，力争 3～5
年内跻身世界先进的航空材料供应商，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用铝合金加工
基地之一。 ”

一批重大项目，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
的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南山乙烷裂解制
乙烯项目被列入高端石化产业基地的重
点建设内容。

业重点建设内容。 其中，航空材料产业园
被列入高端装备产业重点建设内容，乙烷
裂解制乙烯项目被列入高端化工产业重
点建设内容，南山省级旅游度假区被列入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方面，《规划》提
出，要加快发展基础优势材料，实施铝产
业转型升级工程，推进铝精深加工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包括南山铝业在内的龙口

精品旅游产业方面，《规划》 提出，要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体系，推出一批主题鲜
明、 独具魅力的特色旅游线路和产品；丰
富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大力培育水上运

南山集团副总经理曲尚武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科
技创新， 我们企业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把 2018 年定为创新增效年， 大力研发生

精品旅游产业重点建设内容。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业基地被列入高性能
复合材料板块的重点建设内容。

动、养生度假等中高端产品。 南山省级旅
游度假区被列入精品旅游产业重点建设

产航空板材、 汽车板材等高附加值产品，
并努力打造百万吨乙烷综合利用项目，不

总体方案》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后已成为
国家战略。 为推进综合实验区建设，省相
关部门专门制定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实施规划》， 明确了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的主攻方向、主要目标、发展布局
等内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
源新材料、智慧海洋、医养健康、高端化
工、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
现代金融等十个产业将成为山东省未来
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
高端装备产业方面，《规划》 提出，要
推动通用航空装备突破发展。重点发展飞

近年来，南山铝业以打造航空材料产
业园为契机，加快产业升级，向高端制造、
精深加工领域转型， 在轨道交通板材、轻
量化汽车板材、航空板材研发生产领域不
断取得新突破，成为国内外品牌企业的原
材料供应商，培育形成发展新动能。 南山
航空材料产业园总经理吕正风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航材园是南山铝业为加快转
调创、增强核心竞争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而实施的重点项目，目前 150MN 挤压项
目、中厚板项目、大飞机部件锻造等 8 个
项目一期已经建成，二期项目正在加紧施

内容。
依托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东海黄金
海岸线、高尔夫球场、齐鲁医院南山分院
等优势资源， 南山旅游在举办春季庙会
等活动的基础上， 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种
类， 推出小康之旅、 研学旅游等特色产
品，成为国内休闲旅游、养生度假的理想
目的地。
高端化工产业方面，《规划》 提出要
以基地化、链条化、智能化为方向，坚持
创新、安全、环保、质效联动发展，建设高
端化工产业强省。 布局建设芳烃、乙烯等

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力以赴为烟
台和山东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重
中之重是提升产业层级、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转型升级， 而企业是主体。 南山多
个产业项目被列入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内容，这既是重大
机遇， 也是重大责任。 南山集团将以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推动， 进一步深
化科研创新和管理创新， 加快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培育形成发展新动能，为促进
地区经济更好地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南山航空材料产业园全景图

南山集团始创于改革开放初期， 经过 40
年的艰苦拼搏， 现已发展成为稳居中国企业
500 强前列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 形成了以
铝业、纺织服饰、金融、航空、地产、健康、教育、
旅游等为主导的多产业并举发展格局。2017 年
南山集团综合实力位居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65
位，中国制造业 500 强第 68 位。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南山集团逐步
形成以龙口为中心、辐射全国、迈向国际的战
略布局。 目前，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海南、
香港等地均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并在澳大利
亚、美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印尼等多个国
家设立分公司，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南山集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履行社
会责任，先后带动周边数十个村庄的村民实现
共同富裕，完成了村民变市民、村庄变城市的
转变。 此外，南山集团还设立慈善互助基金、教
育奖学金，用于救助遇到困难的职工家庭和贫
困学子，并积极参与修建道路、环保绿化、赈灾
捐款等社会公益事业，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
极贡献，被授予
“
全国文明村”
“
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
“
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区”
“
改革开放 30
年山东省功勋企业”
“
山东省最具社会责任品
牌”等荣誉称号。

南山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