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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以自有资金收购股权
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表

示，拟以自有资金 7.98 亿元受
让东芝所持有的TVS公司95%股
权，东芝保留5%股权。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TVS公司将成为
海信电器的控股子公司，并将获
得东芝电视 40 年全球品牌授
权，TVS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该项股权转让预期将于
2018年2月底完成交割。但海
信电器表示，本次交易需要进行
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批。TVS
公司主营电视机及相关周边设
备、商用显示器、HomeIOT等多
媒体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云服务等业务。

这并非海信首次进行跨国
并购，2015年7月31日，海信与
日本夏普同时宣布，海信出资
2370万美元收购夏普墨西哥工
厂全部股权及资产，同时海信将
获得夏普电视美洲地区品牌使
用权和所有渠道资源。

资料显示，东芝是日本最大
的半导体制造商，也是日本两大
综合电机制造商之一。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东芝从一个以
家用电器、重型电机为主体的企
业，转变为包括通讯、电子在内
的综合电子电器企业。东芝电
视早年在电视机领域品牌就位
列前茅，近年有所下滑，但2016
年东芝电视销量仍位居日本市
场前三。在业绩数据方面，TVS
在 2016 财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7.02 亿元，净利润 5.68 亿元，
2017财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5亿元，净利润2.47亿元，
虽然财报显示东芝电视业绩有
所下降，但是海信电器认为，本
次收购TVS公司95%的股权，并
获得东芝电视40年全球品牌授
权，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电视业
务的研发、品牌和营销的全球布
局，通过整合双方的研发、供应
链和全球渠道资源，并在显示技
术上相互取长、相互借力，可以

向全球提供有竞争力的智能电
视内容运营服务，全面提升公司
的全球影响力与综合竞争力，加
速国际化进程，对公司长远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海外开辟新市场
昨天市场人士纷纷对海信

电器收购东芝电视发表评论，招
商证券分析师纪敏认为东芝电
视销量至今仍居日本市场前三，
海信收购东芝，相当于在海外另
外开辟了21个国家级新市场。
海信在欧洲市场相对比较弱势，
而东芝则在法国、捷克、乌克兰、
葡萄牙等海信未进入的市场中
均占据一定份额。因此，海信收
购东芝可以进一步完善全球化
布局，跨步进军日本、欧洲等重
要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收购成本上看，纪敏认
为本次收购直接成本约为8亿
元，同时需代偿TVS16.3亿元负
债，收购总成本约为 24.3 亿
元，参照 TVS2016 年 27 亿元的
总营收水平，本次收购市销率
约为 0.9 倍，高于海信的 0.62
倍。短期来看收购TVS对于海
信的直接业绩难有贡献，但考
虑到东芝并入后双方在技术研
发、供应链以及渠道整合方面
的协同优势，对于海信的长远
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截至2017
第三季度海信账面共有20.8亿
元 现 金 ，资 产 负 债 率 仅 为
40.8%，承担此次收购的成本并
无较大压力。

天风证券分析师蔡雯娟也
表示，本次收购前，东芝电视工
厂已经基本全部出售完毕，因此
本次收购的目标为轻资产的东
芝品牌、渠道、研发等体系。海
信的制造成本优势对于目前几
乎全部通过外部代工模式运营
的东芝黑电业务来说，将带来经
营上的显著改善。同时，智能电
视在海外市场渗透率显著低于
国内市场，而东芝在海外市场较
为成熟的渠道体系和较高的品

牌知名度，也将有助于提升海信
系电视在中高端智能电视市场
的份额。

海内外资产整合很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海信电器日

前发布的三季报，公司营业收入
237.46亿元，同比增长7.57%，但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仅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7%。

海信电器净利润下滑主要
受材料成本上涨影响，特别是彩
电面板价格。中原证券分析，海
信 电 器 前 三 季 综 合 毛 利 率
13.05%，同比回落 3.45 个百分
点，主要因液晶面板价格高企所
致。根据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的调查，今年6月，销量最高
的55英寸电视，UHD面板的均价
同比增长19%，而整机的均价却
下降1%，销量排在第二位的32
英寸电视，HD面板的均价同比
增长26%，而整机的均价仅增长
13%。这种情况对于利润微薄
的彩电行业来说，的确较难消化
面板上涨成本，企业经营压力加
大。不过市场人士认为，基于近
期面板价格已呈现下行走势，海
信电器第四季度盈利能力或存
在改善预期。

而在出售东芝电视给海信
电器后，东芝基本也就告别了传
统家电业务，2016年东芝就以
约 537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31
亿元)将白色家电业务80%的股
权卖给了美的集团，当时美的
集团也获得了东芝白电40年的
品牌使用权，美的集团在收购
东芝之后，专门成立了“东芝事
业部”，在美的集团今年的半年
报中显示，东芝家电业务亏损
9202.7万元，延续亏损状态，不
过美的集团认为，美的和东芝
的团队在过去一年的融合效果
还是不错的，目标是希望在一两
年内实现东芝业务真正扭亏。
对于海信电器而言，一旦成功收
购东芝电视，未来的整合一样变
得很重要。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银监会召开
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
监督管理办法发布会，银监会政
策银行部周民源主任表示，以前
三家银行的监管没有制定专门
的办法，所以以往一般都是遵照
银行的一般规律，参照商业银行
相关的监管规则要求，这是首次
制定三家银行的监管制度，弥补
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监管制度
的短板。

周民源进一步介绍，在三个
办法起草过程当中，银监会着重
把握了五个原则：即“三个突出、
一个强调、一个保持”。一是突出
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的特色，三
个办法在三家银行的市场定位、
业务范围、支持领域方面，充分体
现了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的特
殊功能。二是突出问题导向。针
对三家银行经营管理当中的重点
环节、薄弱环节提出相应的监管
要求。三是突出全面性，这三个
办法是三家银行监管的基本制
度，以前三家银行没有专门的监
管制度，这是首次制定三家银行
的监管制度。三个办法内容基
本涵盖了三家银行经营管理和
审慎监管方面的主要内容。四
是强调市场化运作，明确三家银
行要实行市场化运作，在公司治
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激励约
束等方面遵循银行经营的一般
规律和监管要求。五是保持衔
接性，三个办法在体现三家银行
差异化特点的同时，特别注重与
现有的监管法规有机衔接。

据悉，办法内容明确坚守开
发性、政策性金融定位，要求三
家银行依托国家信用、围绕国家
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发银行重
点发挥中长期的投融资作用，加
大对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支持力度。进出口银行
重点支持外贸发展、对外开放、
国际合作、走出去等，农发行主

要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要求三家银行建
立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
约束机制，制定资本的补充、规
划、完善内部资本评估、动态的
补充机制。

三家银行构建两会一层治
理架，考虑到三家银行的董事会
已经代表了全部股东的利益，均
不设股东大会，由董事会、监事
会和高管层构成两会一层的公
司治理架构；增设部委董事，强
调部委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作用；
实行外派监事会制度，进出口银
行和农发行已经实行了外派监
事会制度，这次监管办法已经明
确国家开放银行内设监事会将
调整为外派监事会。

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
发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是1994年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由
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截至今年
9 月 末 ，三 家 银 行 资 产 总 额
25.12万亿元，各项贷款17.41
万亿元，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贷
款1.42万亿元，支持京津冀协
同发展贷款1.24万亿元，支持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贷款6.13
万亿元，支持企业“走出去”贷款
2.36 万亿元，棚改贷款 3.13 万
亿 元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贷 款
3015.13亿元，涉农贷款6.13万
亿元。从这些数据来看，三家银
行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的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力度很大，主要
的监管指标处于较好水平。随
着三家银行业务持续发展、经营
区域不断扩大，现在三家政策性
银行尤其是开发银行、进出口银
行不仅在国内有业务，在海外也
有业务，经营区域不断扩大，业
务复杂程度也在日益提高，风险
管控任务日益艰巨，银行监管工
作也面临着新课题、新挑战。因
此，全面构建开发银行、政策性
银行监管规则的体系，制定专门
的办法，是适应三家银行改革发
展的需要。

海信电器宣布收购东芝电视

中国品牌全球化之路再续新程
弥补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制度短板

银监会起草出台监管办法

提起日本东芝电视，很多人并不陌生，如今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宣布
拟以129亿日元（约人民币7.98亿元）收购东芝电视，并将拥有东芝电视全
球40年品牌授权。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为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开发，
加强城市地质调查城市化服务，
我国将扩展城市地下发展空间，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充分利用
地热、地下空间、地质遗迹、地下
水资源。

记者在15日召开的全国城
市地质工作会议上获悉，中国地
质调查局联合中国土地勘测规
划院，分析了我国19个城市群
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337个主
要城市的优势地质资源和重大
地质问题，形成我国城市地质资
源环境状况的总体认识，提出优
化城市群发展规模和布局、发挥
城市地质资源优势、保障城市地
质安全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
主要包括：要充分考虑水土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和地质环境安全
条件。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应充
分利用地热、地下空间、地质遗
迹、地下水等 4 大地质资源优
势。提高城市安全保障和防灾
减灾水平，建设美丽城市，需要
高度重视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
沉降、岩溶塌陷、活动断裂、水土
污染等5个地质问题。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指
出，加强城市地质工作是落实新
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
举措。要将城市地质工作纳入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为构建以城
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做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电

我国将扩展城市地下发展空间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