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第 16090 期

开奖号码：04�06�08�28�32�+07�12

排列 3、排列 5��第 16209 期

下期奖池金额：3277357768.85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5开奖号码：2�9�9�5�9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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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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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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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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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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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40
6
475
149
19513
7944
419034
157358
4431522
---

10000000
---

228071
136842
6851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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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
5
5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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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40
346
173

4842240
1776710

0

26 100000 2600000

对于7月22日公司收到的深
交所的许多问询，华菱钢铁发公
告回应称，“公司正积极协调各
方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并尽
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
件， 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后发布关于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并
申请复牌。”

下一步， 公司将尽快召开重
组第二次董事会并公布重组草
案，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重组方案
并正式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批。

米塔尔彻底退出华菱钢
铁，其实并不意外。

早在2012年这位世界钢
铁大王主动提出，对其限售股
份进行解禁之时，很多投资者
第一时间就探询，华菱钢铁的
外资股东米塔尔是否将减持
退出。

那时，公司还公开表示，米
塔尔申请解除限售，只是一个
正常的市场行为，申请解除限
售不代表一定会出售，更不会
退出中国市场。

而后来的事实是，安赛乐
米塔尔根据与华菱集团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先后于2013
年、2014年数次行使了股权卖
出选择权， 从最开始持有9亿
股到留下最后的3亿股股份。

而自华菱钢铁上个月公
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主业将
由钢铁转型成为“金融+节能

环保”时，市场就更生疑问：只
专注于钢铁主业的米塔尔，该
置于何地呢？

很快， 米塔尔便做出了反
应，一纸股权转让公告，彻底
退出华菱钢铁。

有一直关注华菱钢铁的
投资者调侃说： 华菱的转型，
正好使米塔尔有了名正言顺
的“告别”机会。

据记者了解，自2005年双
方牵手合作以来，米塔尔与华
菱钢铁并非琴瑟和鸣。

从米塔尔只收购华菱钢
铁部分股权、屈居第二大股东
开始，就注定米塔尔对华菱钢
铁不可能全情投入。其后2011
年时，米塔尔不顾自己第二大
股东地位可能被削弱的风险
放弃参与增发，以及当年湖南
省证监局的一纸整改书，更是
将双方之间的矛盾公之于众。

上市钢企的
国际“联姻”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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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换主业，米塔尔“分手”拿走11亿
上市钢企终结“跨国婚恋”传奇，重组被认为有借壳上市之嫌

■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李泽西 谢子凌

从2012年米塔尔主动提出
对其限售股份的解禁开始， 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要退出华
菱钢铁的消息，就不绝于耳。

4年之后，这一天终于到来。
8月2日晚，华菱钢铁公告称，

米塔尔将其所持有的公司3.03亿
股票， 悉数转让给湖南国企创新
私募投资基金。

米塔尔不再是华菱钢铁的
股东了，曾经令人拍手称奇的这
段跨国“联姻”，也随之成为资本
往事。

米塔尔11亿元清仓华菱

3.63元/股，共逾3.03亿股，此
次转让总价格约为11亿元。

根据华菱钢铁8月2日晚的
公告，斥资11亿元把米塔尔所持
有的华菱钢铁股权纳入囊中的，
是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国新基金）。 当日，深
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将作为国新基金的管理
人，与安赛乐米塔尔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

资料显示， 深圳久银成立于
2013年11月，北京久银控股持有
深圳久银100%股权。

米塔尔之所以退出，公司解释
称，是由于华菱钢铁目前正在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重组完后华菱钢铁
主业将从钢铁转型为“金融+节能
环保”， 将不属于安赛乐米塔尔的
核心业务范围，因此，安赛乐米塔
尔拟通过本次股份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米塔
尔将不再是华菱钢铁股东， 而国
新基金持有上市公司3.039亿股股
份，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8%， 取代米塔尔成为华菱钢
铁的第二大股东。

双方合作转战汽车板

尽管米塔尔彻底退出了上市
公司华菱钢铁， 但米塔尔与华菱
的合作并没有就此终止。

早在2012年6月， 安赛乐米
塔尔与华菱钢铁共同出资成立的
中外合资企业———华菱安赛乐米
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VAMA)，
就已经开始全面建设。 公司主要
从事下游汽车板生产制造与销售
业务， 安赛乐米塔尔和华菱钢铁
分别持有49%和51%的股权。

2014年6月15日， 汽车板项
目正式投产。总投资额52亿元，年
产量约为150万吨。

2015年，VAMA开发了25个
钢种，开始为一些企业批量供货。

在VAMA汽车板项目的带
动下，娄底本土的华菱涟钢、三一
集团、金华车辆、华达汽车空调、
定园汽配、 腾达半轴等一批汽车
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快速转型发
展。目前，娄底整车及零部件生产
企业发展到45家。

另外，公司透露，为了进一步
加强与华菱集团的战略合作，米
塔尔拟将此次出售华菱钢铁股权
的部分转让款再投入到VAMA，
增加VAMA的流动资金并改善
VAMA资本结构。安赛乐米塔尔
通过VAMA将全球汽车板业务
拓展至中国。

尽管对米塔尔的退出并
不意外，但回想11年前双方的
牵手，也禁不住唏嘘感叹。

根据华菱钢铁的重组预案，
重组完成后， 华菱钢铁将直接或
间接持有财富证券100%股权、湘
潭节能 100%股权、 华菱节能
100%股权，以及湖南信托96%股
权、吉祥人寿29.19%股权。

由于将财富证券等资产装入
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就其重组交易
是否构成“借壳上市”等问询颇多。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前，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菱控股的控股
子公司华菱集团， 实际控制人为
湖南省国资委；交易完成后，华菱
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华菱集团和
财信金控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超过50%，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湖南省国资委。
由于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

变更，因此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

如不构成重组上市， 深交所
则要求其补充披露不构成重组上
市的具体原因及论证过程； 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另外， 监管层还关注到收购
标的资产业绩出现的下滑趋势：
财富证券2014年、2015年、2016
年1-4月份净利润分别为4.44亿
元、9.76亿元和0.95亿元， 湖南信
托同期净利润分别为5.73亿元、
4.12亿元和0.91亿元，吉祥人寿同
期净利润甚至出现亏损。

重组交易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正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一个是年产6000万-7000
万吨钢铁的世界最大钢铁企
业，董事长拉科什米·米塔尔曾
是世界第三富有的人， 仅次于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而一个是
身处全球发展最迅速的中国钢
铁市场的企业， 二者历经波折
最终在协议书上签字时， 一度
被认为是完美结合。

米塔尔借此获得了进入中
国市场的踏板， 华菱钢铁也由
此从国内二线钢铁企业跻身一
线阵营， 尽管米塔尔因为政策
原因， 只能做华菱钢铁的第二
大股东，但双方的合作，造就了
目前为止中国钢铁类上市公司
中， 唯一引进外资股东的“孤
例”。

只是， 因为行业周期等各
种原因，米塔尔入股7年，华菱
钢铁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处
在亏损之中， 希望在中国市场
分得一杯羹的米塔尔的郁闷可
想而知。

如今，在上市公司这一块，
随着米塔尔持有股份的悉数售
出，双方合作已然划上句号。

入股7年，华菱钢铁1/3时间在亏损

9亿股份4年出完，退出其实早有迹象

质疑

资本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