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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因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本报 5月 3日休刊一期，

5月 6日恢复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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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豹 /文

央企地方项目转让潮
本报记者从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等四地央企产权交易平台了解到，
自去年以来，央企地方资产被处置的
项目日渐增多，而今年的三、四月份，
尤为密集。

来自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交易数
据表明，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一季度
产权成交项目为 2545 项，同比增长
92.8%，成交额 752.23亿元，同比增长
101.17%；而其中非国有产权交易挂
牌交易仅 20余宗，金额 25亿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两
年来央企投资地方项目与兼并重组
地方企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越
来越多的地方企业相继嫁入豪门。
然而，央企与地方联姻的欢庆，并不
能掩饰央企在某些地方项目运营上
的尴尬遭遇，以前投资或收购的一
些企业，已经处于严重亏损或亏损
的边缘。

2010年，央企就曾掀起一股低效
资产处理高峰，中石油曾经一次挂牌
意向出售资产高达 72 项，中航集团、
中国北车、中国电子、五矿集团、华润
集团、神华集团等多家央企也纷纷转
让旗下不良资产。
“这显然与央企及地方政府的初

衷背道而驰。”一位接受采访的国资
分析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央企地方
项目的转卖，为此轮央企大举进军地
方的未来前景，提出了警醒。

清理地方项目

本报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刊登
了央地对接的一组报道，从国资委、
央企、地方政府三个方面解析了近两
年央地对接的新热潮。然而，记者通
过央企产权交易市场发现，央企在大
肆投资或收购地方项目的同时，也在
紧锣密鼓地处置旗下部分地方股权
项目。

3月份刚与甘肃签署完一个战略
合作协议和一个具体开发项目，中国
黄金集团就分别于 4 月 2 日、4 月 8
日、4月 24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
转让其全资子公司持有的西藏中金
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与四川平武
中金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甘肃
康县华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
权、宽城金地矿业有限公司 80%股

权。
事实上，与中国黄金一样“两头”

都在忙的央企不在少数。
4月 12日，甘肃中盛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40%股权以 9753万元的价格
挂牌北交所，其控股股东五矿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即是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的子公司。而就在去年初，中国
五矿还分别将其持有的中山长虹
10%国有股权、五矿海勤期货有限公
司 100%股权挂牌转让。
同样忙碌的还有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近日一连将旗下重庆嘉陵华光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
2440.12万元债权、重庆望江摩托车
制造有限公司 50%股权、广州奥德利
夜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51%股权三
个项目推上产权交易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央企在产

权市场上的项目转让发生了一些变
化。与去年主要是央企房产、酒店项
目的挂牌不同，今年产权交易市场上
的央企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央企数
量、行业领域与地域更为广泛。

记者对比发现，大规模央地对接
中的央企及省份几乎无一幸免。中国
黄金、中国兵装、中国电子尽在其列，
而重庆、四川、广东成为重灾区。其
中，2011年即有 13 个股权项目出售
的重庆最为显眼，北京、上海、河北等
省市紧随其后。
“今年以来，央企加大了对投资

项目的清理力度。”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高级顾问杨晓舫告诉本报记者，
效益不好、增长缓慢、重复投资的地
方项目陆续会被挂牌产权市场，寻求
出售。

记者还发现，央企转卖地方项目

所在的行业也颇为广泛。机械工业、
电子工业、矿业、化学原料、广告、金
融、交通运输业、石油石化、社会服务
业等，基本包含了央企所从事的大多
数行业类别。

比如中国大唐电力集团，在
2009、2010 年大肆进军西南地区之
后，同时也在清理其他不良资产。4月
27日，旗下公司大唐发电以 1.26亿元
标的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唐
国际华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90.43%
的股权，这家注册资本 5916万元、主
营水力发电生产的企业，2010年仅实
现营业收入 137.91 万元、净利润
105.36万元，截至 2011年 2月底，营
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亏损91.05万
元。以 1亿多元的资本运作百万级企
业，实为低效。

（下转第二版）

物流全环节
成本清单
见习记者 原金 /文
高物价笼罩下的市场，究竟“贵”在哪里，是产地？还是运输？
本月 23日，上海市发改委联合四部门发布集装箱运费标

准，取消上海市各集装箱堆场自设的燃油附加费、夜间操作费
收费项目，并对港区调箱门费等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下调。

不堪重负的运输人员在繁琐的各种费用下，显得力不从
心，将仅有的一点点利润消耗殆尽。记者近日来连续走访了公
路汽运、港口运输和集装箱运输，试图将真实的货运成本和行
业真相厘清于众。

长途支出

连番上涨的油价是最直接的成本花费因素。对于从事物
流运输业的人来说，不仅仅是油价，其它的费用，也会占到成
本的很大一部分。

在北京东南四环十八里店附近的一个物流园内，记者随
机采访了一个专门从事长途业务的司机。

据司机介绍，他长年在广州至北京这条线路上搞运输，每
一个来回大约花掉接近十天的时间。当问及每次运输货物的
费用以及成本时，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从广州拉货到
北京，这一路上高速的费用很大，每个省都要有，这是一笔很
大的花费，再就是油费，从广州跑到北京，油费加过路费差不
多要一万三四的样子。”
“虽然每次运输的费用都不一样，但打个比方，假如一次

运输，老板给的是一万五千块钱，然后，我们一路上过来油费
大约是七千左右，各种路费再加上就到了一万三四了，每一次
最多也就挣一两千左右的样子。”司机一边算自己的账，一边
对记者抱怨现在各项费用之高。当问及油价问题时，他说，这
次汽油涨价，每次从广州到北京，要多花大约四百块钱，这也
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记者了解到，国内长途运输的成本花费主要有以下几种：
燃油费、通行费、停车费、驾驶员工资、运输车辆折旧费、购置
车辆所花费的费用等。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费用，如货物装
车和卸车费用等零散的花销。

这些费用在长途运输途中都会计算在所耗费的成本当
中，除去客户一次性支付的货款，基本上都会让运营商来承
担，这样算下来，最后的利润微乎其微。

港口成本

据了解，一般来说依托港口而生存的港口运输业所需要
支出的费用项目是非常多的，一般车队运输货物都需要考虑
各种费用来计算自己的成本。

以天津为例，在港口主要收费是运抵费用 200至 400元，
服务费 50至 80元，制单费用 20至 50元，铅封费用 15至 50
元，吊费 120至 180元。堆场所要花费的费用大约有这几种，
在产地装箱 20尺的集装箱大约在 400元左右，40尺的集装箱
在 650元左右。如果货物不装载上船，就会产生更多的滞箱
费、堆存费、退关转船等。

在上述费用中，运抵费是属于堆场收的固定费用，而运输
成本和距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要计算全部成本的话还有一
些需要考虑，柴油费是最主要的单趟成本，每次的油价上涨都
有比较大的影响。高速公路费和路桥费是仅次于油费的第二
大成本，但是这里面有很大的隐性成本，比如高箱超高罚款。

再有，就是运输所承担的风险，运输车队老板要考虑发生
事故后的损失，出一次事故轻则 1—2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这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性成本。万一出现事故，之后各种拖车
费、鉴定费等等，都需要花费。

另外一项就是路政和交警的罚款，这对于最终成本和利
润的计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集港花销

天津港的车队老板刘斗（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介绍
从天津出发运货到石家庄，整个全程的各种开支项目。

根据目前从天津往石家庄方向运输货物的行情，产装（在
港口提取空集装箱，然后到工厂装货，再把装完货的箱子送到
天津港）一个集装箱的价格大约是 3900元或者 4000元。

这期间，要花去油费和高速成本费 2000元，堆场的费用
650元，罚款 200元，司机的工资 200元，保险费 150元，税款
160元。
“这些都是直接产生的费用，不同的车油耗不同，我的车队

属于马力比较小的，而且几乎不走高速，另外就是摊销公司的
其他费用，算下来，一辆车一天也就是只有 300到 400元的费
用，一辆车一天的净利润也就只有 200元多一点，不到 300元，
所以现在市场的运费很透明。”刘斗推算自己这一次运输过程
中所需要的费用，他坦言，现在车队运输基本上利润很少。
“要是单独计算在港口的费用，是这样的，刚刚说的 650

元堆场的费用，里面包括 400元的运抵费，150元的吊费，80
元的服务费，20元的铅封费等费用，不同的堆场，费用具体还
会有些差别。”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文
“想不涨都难。”一位股市投资

者对 TCL 集团（000100）如此评价
说。

TCL 公司目前正被诸多利好包
围，与三星电子在液晶面板生产上的
资本合作、TCL 新疆能源产业落地、世
界第一大稀土铌钽矿项目传言……
但揭开炒作狂潮之后，与三星的合作
将给 TCL 带来什么？注册资金仅为
2000万元的新疆能源公司如何撬动
传闻数百亿元的矿产开采？如何权衡
在环保新能源、医疗电子等新领域的
扩张布局？
“TCL 投资的华星光电 8.5 代液

晶生产线，总投资额就高达 245 亿
元。而 TCL 的总市值也不过就在
250 亿元左右，如何撬动这么大的项
目，是个问题。”一位家电行业分析
师说。

本报记者初步调查的结果是，拜
城铌钽矿的开发权属于北京德翰集
团，而德翰与 TCL存在何等关系。一
切悬疑，皆等答案。

股价异动

4 月 1 日，TCL 集团的收盘价为
4.37元，经过 15个交易日的发酵后，4
月 28日的收盘价已达到了 5.71元，涨
幅高达 31%。而同一时间内，上证指数
从 2949.46点小幅回落至 2887.04点。

TCL 董事长李东生对此颇为高
兴。“我不能评论股价，但你看过往六
个月我们股价的表现，其实是优于大
市的。”他在微博上公开表态说。

短短 15个交易日内，在 TCL股
价持续上涨的背后，却是一轮接着一
轮的消息被不断释放。4 月 21 日中
午，TCL突然发布停牌称，“对股价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没有公开披露的重
大事项，自当天下午 1:00起停牌”。随
后，市场迅速传出消息称，“4月 1日，
TCL 集团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
区 (头屯河区) 签订框架协议，建设
TCL新疆产业园项目，同时新疆 TCL
能源有限公司也揭牌成立。”

市场还传言，TCL新疆能源有限
公司已与新疆达成初步协议，将于近

期择机签订投资开发世界第一大稀
土矿———新疆南部拜城县特大型稀
有金属铌钽矿，预测铌矿资源储量超
过 10万吨，钽矿资源储量超过 1万
吨。这座特大型稀有金属矿藏位于拜
城县城以北直线距离约 47公里的天
山深处波孜果尔山区，预测开发后的
总价值将超过 1300亿元。

当天股市收盘后，TCL公告其核
心内容却是 TCL 在主业液晶电视项
目上与三星达成了资本层面的合作
关系。4月 23日，TCL集团发布澄清
公告，承认 TCL新疆产业园项目一事
属实，并表示新疆 TCL能源有限公司
早于 2010年 7月 26日成立，由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惠州市 TCL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3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 65%），新疆兴宇华安矿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700万元（占其
注册资本的 35%）。由于公司尚未取
得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各项工
作尚在前期筹备阶段。“于近期择机投
资开发世界第一大稀土矿———新疆南
部拜城县特大型稀有金属铌钽矿”一
事并不属实。 （下转第二版）

TCL股价“异动”背后
当笼罩在 TCL 上

空的“稀土矿产开发”

传言迷雾逐步褪去后，

需要重新审视 TCL集
团现有的几大主营业

务架构，能否支撑起

TCL股价的持续上涨。
在经历了当年并购汤

姆逊彩电业务、吞购阿

尔卡特手机业务的阶

段性困局后，TCL又应
该如何把握做强主业

与探求新投资机会的

平衡关系？

自去年以来，央企地方资产被处置的项目日渐增多，而今年的三、四月份，尤为密集

两个月内，央企挂牌转让所属地方资产，项目高达上百个，
资金总额超过 60亿元，地域覆盖绝大多数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