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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药业屡涉环境违法
天马精化抛售求变
本报记者 刘颂辉 苏州报道

一纸通报并没有阻止药企污染环境的
步伐。
根据国家环保部日前发布的 2018 年
1 月全国重点督办情况及典型案例，江苏
省苏州市天马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马药业”）常年排放刺鼻异味，影响群
众生活的问题，在停产整治后，异味问题
仍未彻底消除， 苏州市高新区环保局责
令该公司全线停产整治。
然而，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
发现，天马药业的生产厂区依然存在轻微
异味。 该公司内部人士和附近居民反映，
其造纸化学品业务已经停产，但药品业务

还在生产， 并且存在偷排臭气的行为。
“
‘五一’节假日期间的晚上，又在偷排非
常难闻的臭气。 ”
资料显示， 天马药业为上市公司苏州
天 马 精 细 化 学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002453.
SZ，以下简称“天马精化”）旗下的全资子
公司。 为了对传统业务剥离，天马精化拟

天马精化多次因环保问

以 2 亿元的交易对价出售天马药业 100%
股权。

题受到处罚，附近居民反
映，“
五一”节假日期间仍
在偷排工业臭气。

针对居民反映的偷排问题，天马精化
相关负责人并未明确给出回复，其表示，

本报记者刘颂辉／摄影

截至目前已经整改到位， 公司合法合规
正常生产经营。 而原料药与医药中间体
曾是天马精化的重要业务之一， 公司业
务下滑与环保及市场均有一定关系。

屡涉环境违法
驱车从苏州城区往西北方向行驶约 20
公里，到达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 沿着
永莲路一路北上，天马药业、天马精化及天

经调查， 群众反映的天马精细化学品
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苏州天马药业有
限公司，位于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内。

制定了详细整改方案。
5 月 4 日下午，记者来到天马药业的生
产厂区，为数不多的工人从里面走出来，厂

者，造纸化学品业务全部移到了镇江的
分厂。
当被问到生产排放臭气的事时， 该名

废气，自去年以来，天马药业一直处于整
改与停工的“恶性循环”中。 工厂的南面
是住宅小区，每当排放臭气，前来投诉的

马精化旗下子公司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

2017 年 7 月以来， 苏州市高新区环保局多

区的四周封锁严密，伸缩铁门紧闭，门口配

员工摆出一副呕吐的表情：“在车间上班，

居民非常多 。 目 前 ， 环 保 部 门 已 在 公 司

公司（以下简称“天禾化学品”）坐落在马路
的西侧。

次对该企业进行监测和检查， 发现存在多
处 VOCs 泄漏点、废水站 RTO 焚烧炉排放

有保安人员。 虽未走近车间，空气中依然能
闻到一股异味。

有时候要去办公大楼， 经过天马药业的车
间时，有机溶剂反应产生非常难闻的气味，

安装设备，24 小时监控废水废 气 的 污 染
浓度。

据国家环保部日前发布的通报， 群众
通过“010-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反映，天马
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常年排放刺鼻异
味，影响群众生活，环境保护部立即进行督

口臭气浓度超标等问题， 高新区环保局责
令该公司停产整治，并处罚款。 鉴于该公司
10 月复产后，异味问题仍未彻底消除，高新
区环保局再次责令该公司全线停产整治。

“天 马 药 业 每 天 在 正 常 生 产 ， 做 助
留剂、施胶剂和其他造纸化学品业务的
天禾化学品停产了几个月，员工基本都
已处理掉，一些被劝退，一些流向天马

像臭鸡蛋一样。 ”其还透露，工厂一般在晚
上偷排，前两年常常有周边居民前来堵门，
找领导投诉维权。
苏州市高新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

该工厂南面不足 700 米的金榈湾丹景
廷小区居民，因为违规排放废气倍感苦恼。
一位在小区生活了六年的居民表示， 尽管
组织过多次维权， 最近两个月每天晚上该

办，责成江苏省环保部门进行查处。

该公司已聘请专门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并

药业。 ”天禾化学品的一名员工告诉记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违规排放工业

工厂还在排放臭气。

天马精化 2017 年年报显示，公司的业
务范围主要覆盖金融科技领域、 供应链管

亿元、0.37 亿元和 0.22 亿元。 除了医药中间
体及原料药、AKD 系列造纸化学品、 农药

上述内部人士还介绍， 天合化学品曾
经一名在公司就职 13 年的中层管理人员，

产，向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等新的业务领
域转型升级。 根据业务需要出售医药业务

日，天马精化公告称，拟将母公司旗下的原
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

理、精细化学品等领域，而精细化学品领域
主要包括农药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 原料

中间体和光气衍生品及光气加工的营收下
滑之外，其他均有所提高。 其中，天马药业

在一个月前，突然被通知放假三个月，放假
期间发放低额工资，若不同意，可以解除劳

板块，降低了重资产业务的比重，降低了公
司的安全环保风险。 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加

转至天马药业。 天马精化回应称，此举属于
公司正常的组织架构及战略上的调整。

药、造纸化学品等传统业务，天马药业主要
经营原料药的生产和经营。
2017 年， 天马精化的营业收入构成
中，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功能性造纸化学

的 营 业 收 入 为 5446.78 万 元 ， 净 利 润 为
-1047.70 万元。
营收下滑的前兆， 是订单量的急剧缩
减。 该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导致造纸

动合同。 最终，该名管理人员被迫辞职。
对此， 天马精化方面在回复给记者的
邮件中表示，公司业务上有正常的调整，也
有人员的调整变动， 生产经营维持正常状

快供应链和金融科技新业务领域发展。
记者梳理发现，日前，天马精化旗下全
资子公司华软金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继
全资收购北京银港科技有限公司后， 宣布

诸多交易细节也引起监管部门高度关注。
日前，天马精化发布公告，拟通过全资子公
司北京金信， 以现金方式购买恒沙科技持

品、化工品贸易、AKD 系列造纸化学品、供
应链管理业务、软件开发及销售服务、农药
中间体、保健品、光气衍生品及光气加工的

化学品业务停工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环保
问题，公司将业务转移到镇江，另外，从去年
开始， 天合化学品的经营业绩严重走下坡

态。 目前，镇江子公司经营一切正常。
天马精化方面在 2017 年年报中表示，
报告期内， 公司一方面通过强化管理促进

拟以不高于 1 亿元的对价收购山东普元数
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再度加码
金融科技。

有的中科电子 51%股权， 交易作价 1.02 亿
元。 然而，拟并购的标的资产估值在 7 个月
内竟然暴涨 390%。 深交所针对估值问题、

营业收入分别为 2.85 亿元、2.79 亿元、2.77
亿元、2.59 亿元、1.18 亿元、0.87 亿元、0.65

路，订单量急剧减少，很多来自浙江和山东
地区造纸厂的订单被取消。

原有业务发展， 努力改变原有业务的不利
局面；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并购注入优质资

在向新业务转型的同时，天马精化也在
剥离一些原有的亏损资产。 2017 年 6 月 29

业绩承诺及可持续盈利能力等事项， 向天
马精化发出了问询函。

转型“丢卒保车”

不过，频频并购转型的同时，天马精化

新视界眼科 10 倍 PE 卖身 光正集团是得了便宜还是被借壳？
本报记者 张玉 曹学平 上海报道

在经过一系列协议商定之后，5 月
10 日，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524.
SZ，以下简称“光正集团”）发布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购
买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视界眼科”）51%股权及相
关资产购买方案。
对于此次收购所涉及到的资金，光
正集团日前发布公告表示， 公司拟向关
联方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
投资”）短期借款 1.18 亿元，借款年利率
为 7%，实际应支付利息按天折算。
值得注意的是， 新视界眼科 2016
年、2017 年在主营业务上毛利率分别为

44.08%和 46.78%，处于行业中等偏上水
平。 此外，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光正集
团购买新视界眼科 51%股权作价所对应
的静态市盈率（PE）为 11.76 倍，动态市
盈率为 10.23 倍， 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
司市盈率。
对于收购相关问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先后致电致函光正集团相关负责
人，对方在回应中表示，这只是一个简单
的业务上的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对于
上市公司后续人员管理及业务整合相关
问题，上述负责人称一切以公告为准。
此外， 有接近新视界眼科的人士告
诉本报记者， 新视界眼科实际控制人林
春光曾表示看好上市公司光正集团未来
的发展前景。

借款收购
光正集团早期主营钢结构业务， 由于行业需求增速放缓、 竞争过于激
烈、产能过剩等因素发展态势不理想。

便宜买卖？
对于一个高速成长的领域，跑马圈地是筑高行业护城河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了解， 新视界眼科主要从事眼科医
院的投资、管理业务，通过其下属的、分布
在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眼科医院提供眼科

2017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及市净率分别为 11.76 倍及 5.79 倍，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平均值为 65.96

这起收购期间， 光正集团已与新视界眼科
进行了深度绑定， 新视界眼科实控人林春
光前不久从光正集团控股股东光正投资处

相关的诊疗服务。 报告期内新视界眼科主
要营业收入来自医疗收入，2016 年～2017

倍，市净率平均值为 7.71 倍。 此外，本次交
易所对应的动态市盈率 （依据新视界眼科

受让了 5%股份，交易价格为 1.6 亿元。
CIC 灼识咨询执行董事王文华告诉本

年， 新视界眼科营业收入分别为 7.86 亿元
和 8.49 亿元， 其中医疗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96.51%和 96.45%。

2018 年业绩承诺计算） 及市净率分别为
10.23 倍及 6.21 倍，市场可比交易的动态市
盈率平均值为 14.6 倍， 市净率的平均值为

报记者， 私立连锁眼科诊所和相关眼科业
务的扩张， 更多地是有赖于连锁数量的增
长以及提升覆盖率。 对于一个高速成长的

2016 年 度 ， 新 视 界 眼 科 毛 利 率 为
44.08%，同行业可比公司爱尔眼科、通策医
疗、金域医学、创新医疗、悦心健康等可比
公 司 的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46.11% 、41.41% 、
42.35%、38.7%及 35.06%。 2017 年，新视界眼
科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6.78%， 上述同行业
可比公司 2017 年三季度的毛利率分别为
48.46%、43.51%、41.56%、39.97%和 34.64%。

5.66 倍。
光正集团方面表示， 标的公司新视界
眼科静态市盈率远低于可比上市公司静态
市盈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 动态市盈率低
于近期市场可比交易案例动态市盈率的平
均值， 市净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
和中位数， 略高于近期市场可比交易案例
市净率的平均值。“未来随着新视界眼科的

领域， 跑马圈地是筑高行业护城河的一个
重要因素，这对于资本的要求非常高，因此
现金收购对于连锁眼科诊所来说是一个快
速成长的重要推动力。
“医疗资源的优劣，患者数量是否能够
稳定都是决定一个诊所是否盈利的关键要
素，从投资回报周期上看，也不是每个诊所
都能做到两三年就盈利的， 因此市盈率的

由此可见，新视界眼科 2016 年～2017 年毛
利率基本处于行业中等偏上水平。
此外，记者注意到，本次交易中，上市
公司光正集团购买新视界眼科 51%股权作
价所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依据新视界眼科

经营和发展，净资产规模将逐步扩大，所对
应的市净率倍数将逐步降低。 ”
业绩向好的同时， 新视界眼科却选择
出售一半以上的股权给光正集团让外界直
呼“看不懂”。 不过，记者注意到，停牌筹划

高低还是取决于公司的成长性， 而成长性
更加依赖于数量上的增长， 单个诊所的运
营产出一旦稳定，增长就会趋缓，因此在收
购中一定有快速成长和资本需求等双方的
博弈在其中。 ”王文华告诉记者。

日前， 光正集团发布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光正集团拟通过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视界实业、林春光、
上海聂弘、 上海春弘合计持有的新视界
眼科 51%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6 亿元。 本
次交易完成后， 光正集团将持有新视界
眼科 51%的股权， 新视界眼科将成为光

和 781.88 万元，呈逐渐下滑趋势。

正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交易对方承诺， 标的公司新视界眼
科 2018～2020 年度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15 亿元、1.32 亿
元和 1.52 亿元。
据了解， 光正集团早期主营钢结构
业务，由于行业需求增速放缓、竞争过于

视界眼科 51%的股权，已向银行申请 5 年
期并购贷款 3.6 亿元，目前该笔贷款尚处
于银行内部审批流程中。 鉴于银行审核
贷款时间的不确定性， 为保障按期及时
支付新视界眼科 51%股权交易进度价款，
公司将使用向光正投资筹借的短期借款
先行支付收购价款。

据相关公告， 本次重组完 成 后 上 市
公司将增加大健康业务， 交易标的与上
市公司现有业务不存在显著可量化的协
同效应。
对此，光正集团回应称，此次交易是上
市公司完成在大健康领域战略布局的重要
举措，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盈利能力， 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平台优
势，学习行业内先进经营模式，利用自有资
金、外部融资等各种方式，在充分市场调研
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新设、收购眼科专
科医疗机构， 做强做大上市公司大健康板
块业务，另一方面逐步剥离钢结构业务，稳
步发展清洁能源板块。 ”

源的优劣。 私立眼科机构天然会和公立医
院产生竞争， 医疗资源决定着开展业务的
宽度以及对于患者的吸引力， 这是运营好
眼科诊所和相关业务的关键。
“毋庸置疑，医疗行业始终是快速成长
的朝阳行业， 切入医疗健康产业方向上是
对于钢结构业务的一个风险的对冲。 但光

激烈、产能过剩等因素发展态势不理想，
公司后续选择切入清洁能源行业， 从事
天然气运输与经营业务。 经过近年的整
合与经营， 能源板块业务已成为公司主
营业务。
尽管如此，光正集团近年来业绩发展
似乎并不理想。 2015 年～2017 年度，光正

“上市公司已经确立了大健康、清洁
能源双主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钢结构业
务由于行业需求增速放缓、 竞争过于激
烈、产能过剩等因素发展态势不理想，公
司已逐渐放缓、萎缩钢结构业务的发展，
相继出售了部分钢结构业务相关的资
产。 未来，公司将依据实际业务发展情况

将由大健康、清洁能源两大业务板块构成。
那么， 缺乏医疗背景下的光正集团如何能
保证运营好新世界眼科， 保持其毛利率的
持续高增长？

不过，光正集团同时坦言，本次交易
完成后，大健康板块将成为公司的主要业
务板块之一， 公司亦将步入眼科诊疗领
域，并直面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而近些

正集团是否在运营中， 能够注入自身拥有
的产业资源和行业经验， 都是决定是否能
运营好未来的眼科业务的重要因素。 眼科
的服务中也有简单到复杂的业务， 聚焦一

光正集团方面称，本次交易完成后，为
了进一步促进公司、 尤其是大健康板块业
务的发展，公司还将从经营管理、业务、人

年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国家对于支
持民营资本参与发展医疗健康事业的鼓
励性政策不断落地，眼科医疗行业的竞争

些需求量大且业务类型相对简单的服务，
如白内障、视力矫正等类型的服务，是私立
眼科诊所的普遍定位。 对于专业的医生团

集团营业收入分别为 5.55 亿元、4.99 亿
元和 5.54 亿元，营业收入徘徊不前。 公司
净利润分别为 2545.11 万元、813.3 万元

及公司大健康、 清洁能源双主业发展战
略实施的需要，适时剥离钢结构业务。 ”
光正集团方面称。

员、内控、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整合。“公司
将在新视界眼科现有经营局面的基础上稳
定、巩固、提升现有的 12 家医院管理水平、

将不断加剧。
王文华表示， 对于私立连锁眼科诊所
而言， 最重要的关键成功要素在于医疗资

队的培养，服务的提升，如何吸引足够的消
费者或患者群， 是光正集团亟须考虑的问
题。 ”王文华总结道。

4 月 25 日， 光正集团发布了关于向
关联方临时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表示， 公司拟向关联方光正投资短期
借款 1.18 亿元，借款年利率为 7%，实际
应支付利息按天折算。
光正集团方面提及， 公司因收购新

跨界并购遭疑
缺乏医疗背景下的光正集团如何能保证运营好新世界眼科，保持其毛利率的持续高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