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科引入深圳地铁，与宝能股权之争或重演当年“君万之争”

万万宝宝大大战战，，大大局局已已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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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3月13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严文达 陈曦） 记
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日前，省财
政厅出台相关政策，研究提出了45

条具体措施，为全省脱贫攻坚提供
财力和政策支持。

据悉，自2016年起，我省积极优
化支出结构，大幅增加专项扶贫资
金，确保每年增幅明显高于本级财
政收入增长幅度。2016年省级预算
安排17亿元，实现连续三年翻番。加
大行业扶贫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对
除据实结算的普惠性资金以外的其
他涉农资金，安排不低于20%的比
例用于扶贫脱贫。山东省财政三年
多渠道筹措资金70亿元，设立三项
扶贫发展基金，带动市县政府、金融
和社会资本跟进投资200亿元以上
支持扶贫开发。

我省明确，专项扶贫资金主要
按照贫困人口数量、人均财力等因
素，精准分配到县，由县级统筹使
用。行业扶贫资金由省财政配合行
业主管部门，切块分配下达，除明确
到村、到户、到人的资金外，都可由
县级整合统筹用于落实脱贫攻坚任
务。扶贫发展基金由各有关县（市、
区）采取股权投资、信贷担保、周转
使用、贷款贴息等市场化方式分配
使用。按照简政放权、权责对等原
则，在赋予地方更大自主权的同时，
同步压实资金管理责任。

本报滨州3月13日讯（记者 朱
洪蕾） 3月9日，为期三天的第五届
黄河三角洲（滨州·惠民）绿化苗木
博览会在惠民县开幕，来自京津冀
鲁豫等地上百家园林企业组团参
会，与广大展商现场洽商对接。

惠民县林业部门负责人介绍，
作为山东第一大苗木实体交易市
场，惠民县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苗
博会，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的苗木
龙头企业、苗木经纪人、园林工程公
司参展参观，洽商业务，黄三角苗博
会也成为春季规模最大、人气最旺、
展出效果最好的展会之一。

近年来，惠民县先后建设了总
面积6 . 2万平方米的山东省黄河三
角洲苗木市场，开通了中国白蜡网、
中国国槐网、苗联通等网络交易平
台，吸引了2000名苗木经销商。目
前，该市场每年可销售苗木600万
株，年交易额达6亿元以上，成为全
国知名、山东最大的白蜡苗木生产
基地，是北方最大的绿化苗木实体
市场，形成了辐射方圆300公里范围
的苗木资源生产交易中心。

本报济南3月13日讯（记者
李虎）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

位大陆留学生因为大半年前在
微信聊天中向朋友透露，“我不
喜欢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挂一
下身份”，没想到这段久远的聊
天记录，竟成为了他进入美国
的“拦路虎”。美国海关在检查
其手机内容时发现了这些话，
被盘问三个多小时后，该留学
生最终被遣返回国。此外，今年
2月，一名大陆留学生在入境加
拿大时，被海关查出手机微信
中存有“疑似未成年人淫秽视
频”，随即被遣返回国。因为最
近一段时间此类事情时有发
生，那么国内海关是否也会对

微信内容进行检查呢？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

一，是国内国外海关职能的不
同。”济南海关驻机场办事处旅
检二科科长赵勃告诉记者，国
内海关主要是负责对进出境行
李、物品、邮包、货物等的监管，
欧美很多国家的海关还有出入
境身份和安全性检查的职能，
审查要求和制度也与国内有所
区别。

“因为经历了恐怖主义袭
击，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海关
更加重视移动设备信息内容检
查这样的‘二次安检’，并增加
了检查比重。”赵勃说，从目前
的情况看，现在像是微信、QQ

聊天内容的检查在部分国家有
成为入境常规性、常态化检查
的趋势。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移动设备内存储的内容也在我
国海关的检查范围内，但据介
绍，国内海关并不针对所有进
出境人员进行检查，只是对高
风险及可疑人群进行检查。

“国内海关一般会重点关
注硬盘、光盘、U盘等这类载
体。”赵勃介绍说，根据济南口
岸的特点，会针对东亚某国进
境的旅客重点关注是否携带
光盘、硬盘、录像带，如果是自
用，且数量也不多，一般不会
检查，如果数量较多的话一般

会检查。如果涉及盗印(无版
权)的光盘、书籍及录音、录影
带等，将被没收，超过一定数
量的话并将交由缉私部门立
案侦办。

赵勃建议说，出境旅客出
境前要了解不同国家出海关时
要检查的重点事项。除了毒品、
枪支弹药、濒危物种及其制品、
珍贵文物外，各国基本都对生
鲜、动植物及其制品禁止携带
或必须检疫，禁止携带含有动
植物成分的中成药入境。因为
成分原因，美国一般禁止复方
甘草片入境，经常吃的陈皮、牛
黄解毒丸、熊胆粉等都属于违
禁品。

收购标的初步预计交易
对价介于人民币400亿-600
亿元之间。万科拟主要以定
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支付对
价。

接近万科人士透露：交
易完成后万科管理层、华润
以及深圳地铁集团三方的持
股比例将超过40%，远超于宝
能系以及安邦持股的总和。

此举被视为王石在万科
卷入与宝能系股权之争之后
出的一个强有力的底牌。

2015年12月18日万科宣
布停牌，原因是姚振华的宝
能系不停在二级市场增持万
科，宝能系一致行动人钜盛
华和前海人寿，合计持有万

科A股权24 . 2%，超越万科原
第一大股东华润集团，成为
万科最大的股东。

此后万科董事会主席公
开喊话宝能，称不欢迎其成
为第一大股东。万科与宝能
关于股权之争白热化。

万科自停牌以来，关于
重组对象一直三缄其口。

3月8日，华润集团(万科
原大股东)董事长傅育宁首
次公开声援万科。仅5日之后
万科高调宣布该重组进展。

由于此次合作涉及万科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公
司相关规则要求，双方最终
能否达成资产交易，还需万
科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及

通过相关的审批。
分析人士称：由于万科

采用增资扩股方式收购，鉴
于目前万科的大股东是宝
能，该重组能否成功还要股
东大会投票。但是引入的地
铁集团客观上能为万科带来
较多的优质地块，这一点对
其余股东而言有一定的吸引
力。

正如万科董事会主席王
石表示，深圳地铁集团是深
圳最主要的城市建设者之
一，这次拿出最稀缺的核心
地区土地资源合作开发，抓
住深圳进一步城市化和经济
转型提供的历史机遇，将为
全体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万科直言：在核心城市
以合理价格获取充足的土地
资源日趋困难，已经成为制
约房地产龙头企业发展的一
大瓶颈。在寸土寸金的深圳，
拥有较强二次利用土地资源
能力的深圳地铁集团，一直
以来都是最受开发企业欢迎
的合作对象。

深圳地铁集团是深圳市
属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承担
深圳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
建设、运营，目前净资产1503
亿元，总资产2411亿元。深圳
地铁集团目前已拥有地铁上
盖物业开发项目10个，分布
于前海蛇口自贸区、深圳湾
超级总部基地以及福田、龙
华等深圳市各重要发展区
域，总建筑面积约500万㎡，

产品涵盖住宅、商业、写字
楼、酒店等多种业态，均为大
规模城市综合体项目。

目前，深圳市轨道交通
共投入运营5条线路1 7 8公
里。2016年还将开通3条新线
共107公里。这些新线路的拓
展，毫无疑问将激活更多的项
目开发机会。

对万科来说，此次战略
合作意义在于可以借助地铁
集团的优势，共同实施“轨道+
物业”的发展战略，未来随着
地铁线路的延伸，万科将有机
会以合理价格获得源源不断
的开发资源，一举解决核心城
市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

事实上，通过轨道获取
优质土地资源，这个商业模
式并非万科首创,此前绿地控

股就大力发展“轨道工程+区
域功能”，即用地铁换上盖土
地的策略，使得绿地集团有
更大优势获得地铁沿线上盖
物业的收入。

绿地控股董事长张玉良
也多次表示,绿地通过投资、
开发地铁，涉足地铁上盖、地
铁商场的开发、建设、运营，
以及地铁车厢广告的运营等
多项业务。向地铁业务的全
产业链发展。

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林
茂德先生表示，未来五到十
年，深圳轨道交通将迎来快速
发展，在加快地铁建设的同时
必须创新合作方式、完善“轨
道+物业”模式，才能更好地抓
住这一特殊历史机遇，实现长
期可持续发展。 据澎湃

万科宣布引入新的战
略投资伙伴——— 深圳市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万科宝能
股权之争，最终或和1994年
那场“君万之争”一样，都以
万科引入“国企”而宣告胜
利。3月13日，万科公告称，
公司已经于3月12日 ,与深
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地铁集团”）签署了
一份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
录：万科将以发行新股的方
式购买地铁集团下属公司
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而地铁
集团将注入部分优质地铁
上盖物业项目的资产到该
收购标的中。鉴于筹划中的
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不确
定性，万科将继续停牌。

万科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地铁资产

引入地铁集团，万科实现地产+地铁模式

当心！微信聊天不当内容，可能会成出国“拦路虎”，海关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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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出的一张图片显示，王石出现在签字仪式现场。知情人称，王石极少参加此类活动，此次
露面显示对合作极为重视。 (资料片)

万宝之争大事记

2015年8月26日

宝能系第三次举牌，持股比
例增至15 . 04%，成为万科第一
大股东。

9月1日

华润再度增持万科，持股比
例上升至15 . 23%，重夺第一大
股东之位。

11月27日

钜盛华买入万科股份，宝能系
再次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

12月4日

宝能系再次举牌万科，持股
比例增至20 . 008%。

12月7日

安邦系买入万科5 . 53亿股，占
总股份5%。

12月10日

宝能系购入万科约1 . 91亿股，
耗资37亿元。同日，深交所向
钜盛华发出关注函。

12月17日晚8点左右

王石内部讲话流出，称不欢
迎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

12月18日凌晨4点

宝能回应王石，“相信市场的
力量”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