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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达 971 亿元左右

中铝“大有色”棋局：千亿重组箭在弦上
特约撰稿 王鹏屹

作完成后， 最终中铝集团和云南

本报记者 董曙光 北京报道

省政府在中国铜业的持股比例原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

则上分别为 58%、42%。
若合作事项顺利完成， 云铝

下简称“中铝集团”）千亿级资产
重组箭在弦上。

股份、驰宏锌锗的实际控制人将由
云南省国资委变为国务院国资委。

近日， 中铝集团旗下云南铜
业 （000878.SZ）、 云南冶金集团
（以下简称
“云冶集团”）旗下云铝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上述重
组事宜联系上述公司采访， 但截
至发稿，云铝股份、中铝集团均未

股份 （000807.SZ） 和 驰 宏 锌 锗
（600497.SH）发布公告披露，2018

做出回复， 驰宏锌锗方面表示，
“
以公告为准”。

年 5 月 27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与
中铝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

不过，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

拟以中铝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铜
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铜
业”）为平台进行合作。
根据上述上市公司公告，合

示，通过此次重组整合，中铝集团
的冶炼能力将发生巨大变化，对
于有色金属行业来说产业格局也
会发生一些变化， 产业集中度将

开启千亿级重组
本次千亿级的战略合作，是我国有色金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事实上， 中铝集团此次千亿级
重组在去年就已露出端倪。

局、结构调整、科技研发等方面积极
探索、大胆尝试，围绕主业构建‘大

据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
信息显示，2017 年 4 月，云冶集团与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京举行会谈，
双方就开展铝产业领域合作达成一致

铝集团和云南省政府在中国铜业的
持股比例原则上分别为 58%、42%。

中铝集团将上述合作视为“千
亿级的战略合作”。该集团的官网发

有色’格局，采取
‘两条腿走路’的方

本次战略性重组完成后， 云铝

表的一篇题为《千亿级合作 战略性

式， 实现高精尖产品和市场前景看
好产品的生产研发齐头并进。 ”

股份和驰宏锌锗两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将由云南省国资委变为国务院国

发展——
—中铝集团与云南省人民政
府签署合作协议》 的新闻稿称：“本

根据《合作协议》，云南省政府拟

资委，成功由地方国企转型为央企。

次千亿级的战略合作， 是我国有色

意见，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云南省国资委及下属企业所持有

与此同时， 中国铜业旗下的云南铜

金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

今年 4 月，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任、 党委委员翁杰明在中铝集团调
研时曾表示，
“中铝集团要在产业布

的云冶集团等股权纳入合作范围，中
铝集团将其持有的中国铜业等股权
纳入合作范围。 合作完成后，最终中

业也公布了中铝与云南省政府的合
作事项， 但表示此次合作不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措， 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最重大的
战略性重组整合， 将对全球有色金
属行业产生重大的格局变化。 ”

“
大有色”战略
中铝集团有意将驰宏锌锗纳入麾下，这意味着中铝的“大有色”战略将逐步落地，未来其业务覆盖范围也将更加全面。
在外界看来， 中铝集团此次合

中铝集团官网发布的上述新闻

股 21.5%， 云南省工业投资集团持

0.26 亿元、2.03 亿元、2.27 亿元。

作，目的之一在于补强有色金属业务。
一方面， 作为此次中铝集团牵

稿指出，
“
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直接管
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我国有色

股 20.5%。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整合，中铝

另外，驰宏锌锗、云铝股份的第
一大股东均为云冶集团， 截至 2018

手的合作方， 云南省拥有丰富的矿
产资源，素有
“有色金属王国”之称。

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是我国有色金
属行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领军

集团的冶炼能力将发生巨大变化。
据中铝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铝业

年一季度末，这两家上市公司的总资
产分别为 320.96 亿元、361.57 亿元。

另一方面， 中铝集团是全球第二大
氧化铝生产商、 全球第三大电解铝

企业。 双方在铜、铝、铅、锌等有色金
属产业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

（601600.SH）2017 年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该公司当年的氧化铝的生产量

这意味着上述三家上市公司整
合后，总资产将达到 971 亿元左右。

生产商， 其铝加工材产量位居世界
第五。 但该集团的业务主要集中于

作为此番战略重组的主要平
台， 中国铜业在云南这一资源大省

为 1281 万吨， 同比增长 6.48%；电
解铝生产量为 361 万吨， 同比增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本
报记者表示，在有色金属行业，中铝

铝、铜和稀土这三大行业。而驰宏锌
锗的主营业务则为铅、锌、锗等系列
有色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早有布局。 据悉， 中国铜业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注册资本金 32.35 亿
元，是中铝集团全资子公司、三大事

22.37%。
而此次重组涉及的这几家上市
公司中， 云南铜业的总资产为

集团原来主营业务为氧化铝和电解
铝， 而中国铜业在香港主要做一些
进出口贸易和投资， 实质性资产不

有分析认为， 中铝集团有意将
驰宏锌锗纳入麾下， 这意味着中铝

业部板块公司之一。截至 2017 年年
底，中国铜业总资产达到 984.38 亿

288.16 亿元 （截至 2018 年一季度
末）。 2015 年～2017 年，该公司净利

多。而中铝集团的本次大整合，对于
有色金属行业来说产业格局也会发

的“大有色”战略将逐步落地，未来
其业务覆盖范围也将更加全面。

元。 目前，云铜集团有三家股东：中
国铜业持股 58%， 云南省国资委持

润分别为 0.64 亿元、1.74 亿元、3.77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生一些变化， 产业集中度可能进一
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多方式扭亏
面对困难，葛红林提出“加、减、乘、除”四步应对亏损措施。

本报资料室 / 图

事实上，除了此次千亿级重组
外，中铝集团近年来屡次通过“加、
减、乘、除”等方式优化资产结构。

中国铝业业绩有所好转。 据中国铝
业发布的 2017 年报显示，2017 年
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如，中国铝业的一个项目同时引入
多个合作伙伴，从资金、技术、模式
多方面形成合力， 实现成本较低，

不发生重大变更。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中国铜业与云南铜业基本就
是达成“合作、互惠、共赢”的行业

据上海清算所披露的中铝集
团 2018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募集说明书，2015 年 ~2017 年，中
铝集团净利润分别为 -53.58 亿元、
-5.80 亿元和 11.88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 -53.49

润为 13.78 亿元，同比增盈 10.1 亿
元。 中国铝业表示，增盈原因主要
是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司
主要产品毛利大幅增加。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获悉，葛红
林自 2014 年 10 月份开始被任 命

利润较大。
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在
市场持续下跌的态势之下，中铝集
团想要迅速占领市场份额必须采
取并购重组与自我扩建“二合一”
的战略模式，在目前国家严控产能

共识。
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中
铝集团对旗下中国铜业的定位是
要做中国铜业最大的集团，必将更
大程度地进行市场扩张，除了铜业
以外，中铝集团在铅、锌、稀土等领

亿元、-18.77 亿元、-28.97 亿元。
不过，公司解释称，受到近年
来电力等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的
影响，公司生产成本有较大幅度提

为中国铝业董事长， 当时正逢中
国铝业净利润出现大幅亏损，可
谓是临危授命。 面对困难，葛红林
提出“加、减、乘、除” 四 步 应 对 亏

增速政策之下，中铝集团选择启动
千亿级重组这套组合拳是现阶段
的明智举措。 下一步中铝集团应建
立完整的公司化治理结构，并全面

域都动作不断，未来将会使得其与
中国五矿、中国有色的竞争进一步
升级，有望全面实现“大有色”的行
业格局。

高，2016 年我国氧化铝和电解铝整
体呈供不应求状态，原铝价格表现

损措施。
其中，以“加法”为例，就是在

深化具体合作， 进行产业调整，增
强中铝集团的外部竞争力。

不过，该人士同时指出，如果
重组仅仅只是在资产整合上面下

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国内外铝价呈
现震荡上行的趋势。

中国铝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开展广
泛务实的合作， 通过深化与各地

根据云南省国资委与中铝集
团签署的 《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股

功夫， 而没有抓到企业文化的融
合，往往会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

而与中铝集团业绩的剧烈波
动有所不同，该集团旗下上市平台

方、其他企业的深度合作，打造利
益共同体，形成合作共赢局面。 比

份有限公司过渡期管理协议》，协
议规定交割期间资产、债务、人员

遇到很多艰难险阻，导致企业一蹶
不振或两败俱伤。

阳煤化工剥离资产止亏 乙二醇项目承压高煤价
本报记者 王金龙 西安报道

报告期内该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转让。

重要组成部分。

益的净利润为 -3.18 亿元，盈利主

6 月 7 日，阳煤化工在回复上

阳煤化工方面向《中国经营

要依赖于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4.34 亿
元。 其中，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收益 3.75 亿元， 占公司利润总额
的比例为 226.55%，对公司报告期
内业绩同比扭亏影响较大。这些收
益主要来自对阳煤集团深州化肥

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表示， 公司
在 2017 年度选定了资产负债率
高、生产成本大、环保改造难度高
且具备转让条件的四家传统煤化
工企业进行了剥离、转让，旨在优
化企业资产质量、 提升企业的综

报》记 者 透 露 ， 未 来 公 司 主 导 产
品将以发展煤制乙二醇、 甲醇
制烯烃等新型煤化工产品为
主。 其中煤制乙二醇，集团公司
有三条生产线， 未来将全部注
入阳煤化工， 届时年产能将达

有限公司 51%股权等资产的剥离、

合技术水平， 是企业发展战略的

到 60 万吨。

2017 年 ， 随 着 化 工 产 品 价
格回暖， 多数化工企业实现盈
利，然而，阳煤化工盈利似乎更
多的是依赖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收益以及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
收益。
其中，2017 年该公司被确认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处 置 收 益 3.75 亿
元，占利润总额的 226.55%。
按照阳煤化工方面的公告显
示， 其 2017 年投资收益主要来源
于多宗资产的处置收益。 分别为
2017 年 6 月， 阳煤化工子公司丰
喜集团将所持山西三维丰海化工
100%股权转让予山西阳煤化工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标的净资
产评估值 -0.1 亿元， 交易定价 1
元；2017 年 9 月，阳煤化工子公司

估 值 分 别 为 24432.11 万 元 、
-2185.57 万元， 交易定价分别为
2.4 亿元、1 元； 2017 年 9 月，阳煤
化工将所持子公司阳煤集团和顺
化工有限公司 86.2%股权转让予
非关联方山西省和顺县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持股对应的净
资产评估值 -17095.55 万元，交易
定价 1 元。
记者注意到，上述资产除了阳
煤化投转让阳煤集团深州化肥
51%股权收益 2.4 亿元之外， 其他
的标的资产均在亏损状态下被处
置，交易定价也均为 1 元。
对于定价的合理性问题，阳煤
化工公告表示，经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 深州化肥转让价格 24000 万
元，三维丰海、和顺化工、中冀正元

资源均符合受让方储备土地、进行
土地开发利用的战略诉求；三是和
顺化工的正常存续发展符合和顺
县煤炭产业链延伸的要求，对当地
经济发展、税收、人员就业均具有
促进作用。 阳煤化工表示，基于上
述原因，上述交易符合交易各方利
益，定价公允。
另外，上述交易资产的“接盘
侠” 除了山西省和顺县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之外， 其他均为阳
煤集团（阳煤化工控股股东）的关
联方。
对此， 阳煤化工一位受访高
层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目
前上述资产的处置已经完成，并
且也办理完交割手续。“为了公司
能够更好发展， 阳煤化工不仅仅

是阳煤化工。 目前已经确定将阳
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寿阳化工”）转让给阳
煤化工。 寿阳化工审计、评估工作
正在进行中，一旦完成交易，将解
决公司与阳煤集团的同业竞争问
题，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预计
对公司 2018 年财务状况和 经 营
成果将产生正面影响。
不过， 对于阳煤集团而言，接
手阳煤化工的中冀正元、和顺化工
股权等亏损资产之后，是否会增加
其负债？
对此，本报记者致电阳煤集
团，但是未得到回应。 但公开数
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末，阳煤集
团 负 债 1945.34 亿 元 ， 虽 然 2017
年煤价暴涨， 煤企业绩向好，但

阳煤化投、阳煤正元分别将所持阳
煤集团深州化肥有限公司 51%股
权、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51.5%的股权转让予关联方太原化
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股权评

转让价格均为 1 元。 其中， 三维丰
海、和顺化工、中冀正元转让价格
为 1 元的主要原因为：一是三家公
司净资产评估价值均为负数；二是
三维丰海、中冀正元所拥有的土地

处置亏损资产， 还并购了一些优
质的资产， 当然这些资产大多是
来源于集团公司。 ”该高层亦称，
阳煤集团近年来有意整合企业化
工企业，避免同业竞争，而主体正

是 阳 煤 集 团 实 现 利 润 仅 15 亿
元，与神华、陕煤等煤企相差甚
远。 据了解，陕煤 2017 年营业收
入 为 2600 亿 元 ， 利 润 高 达 105
亿元。

左手清理亏损资产，右手收购
盈利资产，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煤化工”，600691.
SH）2017 年通过资产买卖以及长
期股权投资收益， 最终避免亏损，
实现盈利 1.16 亿元。
阳煤化工 2017 年年报披露，

剥离亏损资产

豪赌新型煤化工
未来发展方向， 但是要转型就得轻
装上阵，剥离那些已经亏损，或者与
公司未来发展不符的资产。 ”上述阳
煤化工高层向记者表示，2017 年只
不过是集中转让了一批亏损资产罢
了，的确对 2017 年的业绩形成了影
响， 但没有为了避免公司连续亏损
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动机。
对于阳煤化工拟收购阳煤集团
持有的寿阳化工 100%股权一事，该
人士向记者表示， 寿阳化工是阳煤

“转型新型煤化工是阳煤化工

目前阳煤集团旗下共有煤制乙二醇
规模达 60 万吨 / 年， 居国内第二，
还在布局新增 40 万吨 / 年项目。 未
来， 这些产能将全部注入到阳煤化
工， 从而避免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
同业竞争。
“
2017 年，阳煤集团化工产业结
束连续 3 年亏损局面， 实现整体盈
利，其中寿阳、深州两套煤制乙二醇
装置实现利润 2.45 亿元， 为阳煤化
工系统扭亏为盈奠定了基础。 ”阳煤
化工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冯志武曾

集团发展煤电化一体战略的新型煤
化工重点企业之一，一旦完成收购，
将对阳煤化工业绩形成利好。
据了解， 寿阳化工乙二醇项目
是山西省综改转型重大建设项目，
项目总规模为 40 万吨 / 年，项目分
两期建设，一期建设年产 20 万吨乙
二醇， 总投资 34.15 亿元，2014 年 9
月正式开工， 于 2016 年 11 月生产
出首批乙二醇合格品，2017 年年初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逐步缩减传统煤化工产业、重

经对阳煤化工的煤制乙二醇项目作
出高度评价。
未来随着上述煤化工资产的注
入， 新型煤化工产品的价格或将决
定阳煤化工的盈亏情况。
石化信息资讯服务机构金联创
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 以乙二醇
为例，技术路线决定成本，具竞争力
的乙二醇生产路线是乙烷原料法，
生产成本 3200 至 3500 元 / 吨；其
次才是煤制乙二醇， 在 2016 年，煤
价低位时，生产成本 4500 元 / 吨左

点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 的发展战
略，在未来几年内要形成“双 100”
的生产规模， 即 100 万吨煤制乙二
醇、100 万吨甲醇制烯烃。 这曾经是
阳煤化工在转型过程中提出的一个
目标。 山西省国资委一位官员向记

右， 煤价上涨之后， 目前成本高达
6000 元 / 吨左右。
“虽然近年来煤化工产品价格
回暖，但是其原料煤炭的价格暴涨，
使得煤化工成本大幅度上涨， 这意
味着煤化工项目未来预期盈利存在

者透露， 上述目标是在山西省发布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
见》之后，由阳煤集团提出的。
记者通过梳理公开资料发现，

变数。 ” 金联创一分析师向记者表
示， 随着煤制乙二醇的产能不断释
放，加之煤炭价格持续高位，其持续
盈利能力也就不好作出判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