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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国内家电上市公司“千亿俱乐

部”又要增加新成员了。

这名新成员便是国内家电巨擘美

的。在停牌近八个月后，美的高调对外

宣布重组方案，即美的集团将通过吸

并换股“美的电器”的方式实现整体上

市。除之前美的电器所包含的白电业

务之外，美的集团小家电、机电以及物

流等资产都将注入上市公司。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

被美的集团称为“非常彻底的整体上

市”似乎并不“彻底”。 美的集团另一

大产业———房地产业务并不在此次

重组范围之内。

美的地产收入集团
占比不高

重组完成后，美的集团将成为继

格力电器后国内又一家年收入过千

亿元的家电上市公司，同时也将成为

A股营收规模最大的家电上市公司。
美的集团创立于 1968年，是一

家以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

企业集团，旗下拥有美的电器、小天

鹅、威灵控股等三家上市公司。拥有

日电、机电和房地产、物流业务等。其

中美的电器收入占集团 60%以上，而
未上市的小家电占约 20%、机电约占
3%、其他业务占比约超 10%。

记者发现，相比盛名之下以电器闻

名的“美的集团”，美的房地产业务给外

界的印象更为生疏，似乎籍籍无名。

实际上，美的地产发展集团是美

的控股下属重要成员企业。

据了解，美的地产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
涉足住宅、写字楼、酒店、高尔夫球会

经营、物业管理、餐饮、教育、园林绿

化、建筑施工等领域的综合性现代化

企业。从 2010年开始，美的地产开始
向全国快速扩张。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比较美

的相关财务数据后发现，2012年美的
集团营业总收入 1027亿元，其中，美
的电器实现收入 681亿元，此次注入
上市公司的小家电、电机、物流等年

收入约 320亿元。
因此，从收入比例上来看，美的

地产在美的集团中占的比例并不高。

地产被纳入美的控股

小家电、电机、物流等整体上市，

唯独将地产剔除在外，那么原因是什

么？美的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考量？

“美的集团整体上市，将地产业

务剔除在外，应该有以下方面的考

虑。”中投顾问房地产行业研究员韩

长吉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首

先，从美的集团上市目的及未来经营

发展策略来看，美的上市之后依然将

以家电为主业，为了保障专业性、专

一性，提升产业链上下游的匹配度，

需要剥离次要业务；另一方面，房地

产市场正处在调控的大背景下，自身

上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上述观点得到了美的集团的证

实。

在被问到美的集团整体上市方

案中为何独独将地产业务剔除在外

时，美的电器董秘办相关人员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整体上市方案

是经过美的深思熟虑的，美的今后

的战略目标仍将以家电为主，目的

是为了保证产业的协同、产业链上

下游的衔接以及家电领域的高度专

业。

按照美的集团的说法，记者获

悉，此次推进美的集团整体上市，除

地产业务外，美的旗下所有制造业产

业链、服务物流业全部装进一家上市

公司，这样可以按照“一个美的”的概

念并以“一个美的、一个体系、一个标

准”为指引推进各方业务，有利于美

的整体白电业务的资源和渠道协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券行业

人士向记者分析，美的的经营战略决

定了美的地产不会成为集团主业，地

产自然不会纳入到上市公司。

“基于以上因素，与家电领域无

关的地产业务被置入集团控股股东

‘美的控股’里。”上述董秘办人员向

记者透露，其实美的地产很早就被纳

入“美的控股”管理，并不由美的集团

管理。

美的集团公司的母公司为美的

控股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何享

健。

《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美的集

团股权结构后发现，目前美的地产所

在的“美的控股”占美的集团比例为

59.85%，而整体上市后，美的集团的
股权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美的控

股占美的集团比例为 34.9%。

专家：美的地产
不会单独上市

被剔除在外后，美的地产将如何

发展？随着其他产业板块整体登陆资

本市场，唯独被“抛弃”的地产是否会

选择单独上市？

美的董秘办人员告诉记者，美的

整体上市后，地产发展集团会独立进

行运作。

韩长吉认为，就目前来看，美的

地产业务不会单独上市。

“上市的目的无外乎融资以及企

业走向规范化、规模化，企业管理走

向正规化，地产业务不是美的集团将

来想要发展的主营业务，上市需要耗

费一定的资金和承担风险，美的集团

专注与主业是家电，没必要为次要业

务耗费较大的资源和财力。当前资本

对地产板块较为谨慎，上市存在诸多

难题。”韩长吉说。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08 年，美的
公布的 2008—2010 年三年规划明确
指出，美的地产计划三年内实现直接

上市融资。不过，却无果而终。

“美的的工作重心应该是放在小

家电、机电等核心业务的整体上市

上，因此没有实现地产上市计划。另

一方面，与国家地产调控，资本市场

对地产行业严格要求有关。”上述不

愿透露姓名的证券行业人士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分析。

专家认为，从整体来看，国内房

地产企业上市放缓，资本市场对房地

产企业上市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地

产企业上市难度加大，不少地产企业

赴港上市或采取借壳上市的方式，来

达到上市的目的，但是依然受到诸多

限制。

“目前地产行业上市存在的困难

主要是，上市时机不佳，股价容易被

低估；其次，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不

放松，地产板块景气值低。”韩长吉

说。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地产板块景气值低
美的上市“甩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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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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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中国粮食贸易公司

北京北银新光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海南发展银行托管费

北京市华银实业开发集团

北京市华银出租汽车公司

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宣福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华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银国际招商公司武汉经营部

吉林省吉信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石家庄正定县酒厂

北京益康电子技术研究所

海南京丰实业发展公司

北京国利益康公司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招待所

河北冀州烟草公司

海口中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万绿缘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华海融通房地产发展中心

北海银城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边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北京华银国际招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服务公司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红旗机电有限公司

北京金鹰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本金

635,878,600.00
1,130,000.00

25,000,000.00
83,300,000.00

22,520,000.00
5,367,047.55
5,090,000.00
4,3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
75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

6,950,000.00
5,000,000.00
7,200,000.00

158,000,000.00
20,000,000.00

171,226,990.81
30,000,000.00
42,390,000.00

28591003.88(利息）

担保人名称

中国通和经济开发中心

北京市华银出租汽车公司

北京国展宾馆

北京市华银实业开发集团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本金

1,130,000.00

66,000,000.00
17,300,000.00

22,520,000.00

20,900,000.00
21,490,000.00

债权催收公告

日前，中信银行高调推出网络金

融商城，以电商的形式为用户提供柜

台金融产品，这已经是继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和平安银行之外的第 4 家
推出金融商城的商业银行了。

慧聪网 CEO 郭江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商业银行做互联网金

融具有天然的资金优势，“在融资成

本方面，银行可以做到 3%，而互联网
企业的小贷公司至少需要 10%”，缺
乏吸储资质一直是互联网企业做金

融的“硬伤”。

但是，多位行业人士表示，开展

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在用户需求、

市场营销等方面缺乏互联网基因，现

行监管制度的限制则是急需解决的

另一个问题。

商业银行逐渐渗透互联网

3月 16日，中信银行网络金融商
城上线运行，银行的借贷业务、现金业

务、理财业务、保险业务、基金业务，甚

至是开卡业务都已打包成产品上线，用

户可以在网上完成从客服咨询、客户互

动、产品支付到好友分享的整个过程。

艾瑞分析师王维东认为，银行的

门户虽然可以很好的展示产品，但在

支付等方面却没有打通；而网银虽然

可以支付，但在展示、互动等方面却

比较呆板，而且登陆过程繁琐，反应

速度也跟电商无法相比，这种金融商

城很好地将两者结合到了一起。

“与中信的网银不同，金融电子商

城面向的客户更广。中信的网银针对

的是银行已有的客户，而电子商城的

客户则不一定是中信银行的客户。”对

于这一平台的定位，中信银行零售银

行部总经理杨晓表示，希望通过网络

争取原本不属于中信银行的客户。

商业银行渗透互联网金融并非

这两年的事。除了中信银行网络金融

商城这种专门提供金融产品的平台，

建行的“善融商务”等则是自建电商

在销售产品的同时提供购买融资服

务，中国银行等多数银行则选择接入

第三方电商平台，或者提供支付结

算，或者为商家提供小额贷款。

银行系电商营销手段不足

据悉，中国银行 2008年就联合
商家推出了针对中银信用卡的网购

业务“聪明购”，类似于网上分期，由

其他商户提供商品，中国银行提供支

付、商品展示平台，至今却鲜有中国

银行用户知道。

“网上分期都是一些数千元的数

码产品，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利息去

分期付款。”在谈及聪明购在电商领

域失声的原因时，中国银行一位业务

人员说，银行系电商在用户需求层面

把握不够准确，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常

常不对用户胃口。

他还表示，在聪明购的宣传推广

上，“我们也做过一些推广，但是没有

见到有打广告，优惠促销信息也常有，

不过都是在聪明购主页里宣传的。跟

电商企业铺天盖地的宣传广告和声势

浩大的价格‘约战’相比，银行系电商

的互联网营销手段太保守了。”

除了聪明购，相比阿里金融等互

联网企业的平台，其它银行推出的金

融电商平台也显得默默无闻。例如建

行的善融商务、平安的信用卡商城，

多位持卡用户均表示没有消费过，有

的用户甚至根本没有听过。

监管制度束缚创新

如果说商业银行缺乏互联网基

因的短板可以通过学习去弥补，传统

监管制度的束缚则不是一朝一夕甚

至一年两年可以改善的。

“银监会和央行管得太严了，银行

在业务创新灵活性上比较迟缓。不像

互联网企业，老板说了算，想起一个新

型的业务直接就可以做，即使有问题

也可以在做出来以后再逐渐完善。”上

述中行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像支付宝前几天被曝光支付页面可以

被搜索抓取，银行业务如果存在这样

的漏洞，报批的时候就可能被否决了。

这位银行人士还说，现行的监管

制度主要针对传统柜台式银行的，像

网点的设立、收支凭证等等，如今网

点都是虚拟化的了，收支也不用纸张

了，几乎没法监管。为了适应这种柜

台式监管，银行只能将传统柜台业务

搬到网上，很难跃雷池一步，如今像

中信这样超前的网络金融超市也是

酝酿两年了才上线的。

“这些新事物出现以后，要加快

我们的学习步伐，及早的吸取经验教

训，同时不断地更新规章制度和监管

标准，这样就能使整个金融业保持一

个健康的发展方向。”两会期间，在问

及商业银行创新与传统监管制度的

冲突问题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

川说。

近日，保险市场诞生了一款不仅保障高而且还具

有返还保费功能的交通意外保险。年龄在 18 至 50 周
岁之间的普通人，只需在 5 年或 10 年内每天花费几毛
钱，就可以在未来长达 30 年的时间内享受身价过百
万甚至几百万的交通意外高额保障。这款名为“阳光

人寿爱随行意外保障计划”的产品，适合日常自驾车

的上班族、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或喜欢出门旅行的人

群。

此前市场上的交通意外保险大多是“消费型”的，

也就是说客户在保险期间万一遭遇不幸可获得相应

赔付，但如果未发生意外，保险费也是不会返还的。市

场上的具体保险产品也种类繁多，保障期限从 1 天到
1 年不等，保障额度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保险费
从几元钱到上百元不等。

随着人们的保障意识不断提高，很多人希望自身

的意外保障额度能够和实际需求匹配，特别是经常出

行在外的商务人士和每天奔波在路上的上班族等，对

自驾车、公共交通意外保障额度的要求会更高。阳光

人寿在充分调研市场需求之后，推出了“爱随行意外

保障计划”这一新产品，针对自驾车、公共交通意外身

故提供 30 倍基本保额的保障，自驾车、公共交通意外
全残提供 16 倍基本保额的保障（主、附险基本保额一
致的情况下）。这种高额的给付比例，让出行一族轻松

享有“百万身价”。

该计划包括主险“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和附

加险“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除了交通

工具覆盖范围广之外，“爱随行”提供的保障责任还涵

盖：意外身故、非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意外烧烫伤等

一系列人身风险。此外，该款产品还可以附加配套的

重大疾病保险，为客户提供“意外+重疾+医疗”一揽子
的风险解决方案。

当然，“爱随行”最大的优点在于：如果客户在保

险期满时仍生存，将返还主险的全部所交保费，并额

外给予 10%所交保费的奖励。这种满期返还的功能是
它区别与以往短期意外险的最大不同。这意味着客户

实际上只需要很少的支出，就可以享有几十年的高额

保障。

（杨轩）

阳光保险高保障
交通意外险面市

银行系金融商城裹足难行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互联网金融

被美的集团称为“非常彻底的整体上市”似乎并不“彻底”。美的集团另一大产业———

房地产业务并不在此次重组范围之内。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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