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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产经广告

◆导报记者 段海涛 济南报道

1月1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反垄断局发布了一批无条件批

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浙江

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股权案”赫然在列。这意味

着，吉利汽车收购唐骏欧铃获得

了国家反垄断部门的批准，吉利

汽车将借助唐骏欧铃的行业经验

进一步杀入轻卡市场。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吉利

汽车与唐骏欧铃此前就“绯闻不

断”。2020年初，吉利集团在唐骏

欧铃大本营淄博签约15万辆皮

卡、轻卡等项目，就引起业界关于

吉利部分车型转移至唐骏欧铃生

产的讨论；2020年11月，淄博国资

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唐

骏欧铃100%股权，并要求接盘方

须为世界500强汽车企业，更是引

发“定向瞄准”吉利汽车的猜测。

如今，随着市场监管总局反

垄断局的批准，吉利收购唐骏欧

铃也算是迎来了另一种形式的

“官宣”。

吉利收购唐骏欧铃

早有铺垫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

披露信息显示，吉利收购唐骏欧

铃股权案是1月8日审结的。其

实，在此之前，吉利收购唐骏欧

铃早已引起市场多番猜测，只是

不知何时会迎来“官宣”。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2020

年11月25日，淄博市淄川区财金

控股有限公司将唐骏欧铃100%国

有产权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转让，转让底价为44173 . 33万元。

受让条件中要求，意向受让

方或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

集团须为美国《财富》杂志评定公

布的2020年度世界500强的汽车企

业，并拥有汽车行业重组或股权

收购经验；意向受让方或其实际

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集团注册资

本须不低于90000万元，最近两年

连续盈利。

具备如此条件的境内企业其

实屈指可数，再考虑到此前吉利

方面与淄博互动频繁，不由得不

让人将受让方聚焦到吉利身上。

据报道，2020年1月13日，淄

川区政府与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年产15万

辆新能源中高端皮卡、高端越野

车、城市轻卡商用车项目合作协

议。签约后半年多时间，第一辆新

能源高端商用车就成功下线，8月

28日，吉利方面在淄川经济开发

区举办了吉利商用车首款皮卡下

线暨客车新产品发布仪式，这也

被当地政府评价为当地“汽车工

业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喜事”。

而据卡车e族2 0 2 0年9月报

道，位于长春市的一家唐骏汽车

4S店挂着“吉利集团唐骏汽车国

六新品推广会”字样的条幅，这

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而据唐骏欧

铃官网披露信息显示，当年 9

月，吉利商用车集团·唐骏汽车

中高层管理干部一阶段文化融合

会议在该公司召开，会议主题为

“文化引领、同心共赢”，吉利

控股集团副总裁张爱群等参会。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市

场诸多猜测之后，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于2020年12月31日发布成

交公告，披露淄博市淄川区财

金控股有限公司与受让方于12月

23日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成交价

格44173 . 33万元。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唐骏

欧铃的收购方，最终要由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来“宣布”。

唐骏欧铃助力吉利

“杀入”轻卡市场

挂牌资料显示，唐骏欧铃成

立于1999年4月，注册资本5302万

元，经营范围包括载货汽车、农

用汽车、改装汽车及配件的开发

设计、生产销售、摩托车经销

等，淄博市淄川区财金控股有限

公司是其唯一股东。

财务报表显示，2020年前10个

月 ，唐 骏 欧 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1038.78万元，净利润为-2173.72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显示，截至

2019年12月31日，唐骏欧铃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17100 . 81万元，评估价

值为39814 . 52万元。最终成交价格

相比评估值溢价10%以上。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唐骏

欧铃前身为淄博汽车制造厂，企

业始建于1956年，是国家定点汽

车生产企业、国内较早生产轻型

汽车的厂家之一。

据官网介绍，唐骏欧铃现有

员工300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600

余人，拥有冲压、焊接、涂装、

总装、检测等20余条国内先进的

汽车生产线，已形成年产10万辆

整车的规模能力。公司所生产的

赛菱微卡、V系轻卡、T系轻卡、K

系轻卡、工程自卸车、电动物流

车、专用车居国内先进水平。目前

已建立国内销售网点700多个、维

修服务站1000多家，营销网络遍

布全国各省市区。

而吉利商用车是吉利控股集

团的一级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

确立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商用车

领域的发展方向，旗下有远景汽

车、英伦汽车等品牌，涵盖了商用

车的所有品类。目前，吉利商用车

已经拥有四川南充、山西晋中、浙

江义乌、江西上饶、山东淄博和英

国考文垂六大制造基地。

此前，吉利曾在国外收购了

沃尔沃卡车、戴姆勒的部分股

权；在国内，则在2016年收购了

东风南充公司100%股权，获得载

货汽车和天然气汽车的商用车整

车生产资质；2020年7月，吉利又

将华菱星马纳入自己旗下，华菱

深耕重卡领域多年，拥有发动

机、变速箱、车桥完备的产品体

系，这无疑让吉利商用车有了强

力的核心技术支持。

此番收购唐骏欧铃，则有利

于吉利进一步扩展中轻卡领域。

据媒体2017年报道，“经过

全面布局，李书福的目标要实现

2020年商用车25万辆。”尽管从目

前市场情况看，吉利还没有实现

这一目标，但通过一系列布局，吉

利已经完成从清洁能源到传统车

型、从重卡到轻卡的布局，通过不

断完善自己的商用车产品，未来

几年，国内的商用车圈又将迎来

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无条件批准收购

吉利将唐骏欧铃“收入囊中”

此番收购

完成后，吉利

汽车将借助唐

骏欧铃的行业

经验，进一步

杀入轻卡市场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日，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通

知称，《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

1日起正式实施，为确保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有关业主表决事项及

表决规则合法合规，对《山东省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鲁建物字〔2020〕7号)中第十九

条进行调整。

调整前，关于维修资金的使

用，业主表决方式可以采取常规

表决，即经有利害关系的专有部

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

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同意，视为表决通过；也可以采

用异议表决，即根据业主共同管

理规约的约定，持不同意意见的

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

分之一以下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一

以下的，视为表决通过。

调整后，关于维修资金的使

用，计划使用和一般使用时，应当

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

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

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使用住宅维修资金业主表决规则有变

唐骏欧铃生产的系列轻卡产品在市场上已占有不小份额

生猪期货上市连跌三天
肉价大趋势看跌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在经历了近9个月的准备后，

1月 8日，生猪期货正式挂牌交

易。不过，经济导报记者注意

到，生猪期货上市三天持续下

跌，且三个合约轮流跌停。

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业

内人士指出，生猪期货连续三个

交易日下挫，说明市场对于猪肉

价格年内大的趋势还是看跌，整

个猪周期从大的格局看还是向

下，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春

节前猪肉的价格难以回落”。

不少养猪户打起“退堂鼓”

8日，生猪期货正式挂牌交

易。然而主力合约LH2109首个交

易却以下跌12%收盘，LH2111合约

在上市首日以跌停报收。11日，生猪

期货再现跌停行情。LH2109、LH2201

合约联手上演跌停一幕。当日收盘，

LH2109、LH2201两个合约分别以跌

停价26030元/吨、23790元/吨报收，跌

幅均为7 .99%。

轮换跌停，让不少跃跃欲试

的养猪户打起了“退堂鼓”。

“盼了好几个月终于上市

了，但没想到却玩了这样一出

戏。”已有20多年养猪经验的章

丘区一家养猪场的负责人张守华

说，“原本参与热情很大，但现

在凉了一多半了。”

去年4月份，张守华在证监会

批复生猪期货当日，就在微信朋友

圈发出了“终于获批”的消息，其不

少同行在下面留言评论。

此前，光大期货分析师王娜

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生猪期货出台后，期货的价

格发现功能就可以给市场带来更

多的远期价格参考，这样养殖户

就不必盲目补栏。

张守华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猪价就像过山车一样，一直起起

伏伏、暴涨暴跌。“一头猪赚钱

时能赚上千元，但亏损时也可能

亏好几百，风险很大，因此希望

能借助期货进行风险规避。”

在张守华看来，这样的走势，

非但不能避险，反而会越来越险。

对于生猪期货三个合约轮流

跌停的原因，中信建投期货高级研

究员魏鑫分析，一方面是市场参与

价格回归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源于

期货市场的计价制度。

“三个生猪期货合约首日开

盘价较高，且在偏高价格区间产

生很多成交，导致首日结算价相

对较高。涨跌停板是根据前一交

易日结算价设置的，并非以收盘

价为依据设置，因此比较容易出

现跌停的情况。”魏鑫称。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期货

市场的新上市品种，在上市初期

价格波动通常会比较剧烈。究其

原因，主要源于上市初期，各类

型参与者的参与程度不够充分和

均衡，市场对信息的吸收和反应

也不够充分，价格发现机制需要

经过一个逐步校准的过程。

魏鑫表示，随着生猪期货持续

运行，其波动幅度有望减缓。不过，

由于生猪现货价格波动就很剧烈，

投资者也需谨防期货市场对其进

行不同程度的炒作。

生猪存栏量将进一步上升

尽管生猪期货的价格持续下

挫，但在现货市场上，猪肉的价格

却又高了一点。

“39元，一斤颈背肉。”12日，济

南市民董女士在记账本上记下了

当天买肉的花销。经济导报记者翻

看其记账本发现，在去年12月22日，

其同样购买了一斤颈背肉，仅花了

33元。也就是说，在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内，颈背肉一斤涨了18%左右。

在济南闵子骞便民市场，一位

卖猪肉的商户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肉价元旦前后就开始拉涨的，几乎

一两天就上调一次价格。“价格高

了，销量降了，消费者买的也少了，

现在一天也卖不了几箱肉。”

在七里堡市场从事猪肉批发

生意已有20多年的王强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猪肉的

价格上涨的确很快，“一天涨个

块儿八毛的很正常。”

对于近期的涨价，王强认为比

较正常。“一方面是临近过年，按照

往年经验，每逢元旦、春节假期来

临，猪肉以及猪价均会有10%—

20%的涨幅。此外，是进口冻肉出

库困难和华北寒潮带来的运输困

难，催生的市场情绪波动。”

不过，在王强看来，虽然现在

价格比较高，但今年肉价肯定会进

入下行通道。

“尽管短期供应偏紧，但是后

期随着天气转好、新冠疫情消退，正

在逐月增加的生猪产能，将会迅速

释放，长期看，供应将会恢复到正常

水平。“现在一头猪能赚2200元，对于

养殖户的正向激励效果仍然很大，

生猪存栏量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价

格会持续回落。”王强预测。

而生猪期货的连续性下跌，

也被业内认为是在暗示今年肉价

将会下降。

生猪期货LH2109主力合约的

价格已跌至25560元/吨。如果折

算成公斤价格看，当前生猪期货

的价格已进入25 . 5元/公斤的市场

预期合理区间。

在光大期货生猪研究员孔海

兰看来，市场对2021年9月份的生

猪价格预估在25元/公斤左右，即

25000元/吨。随着日后产能的逐

渐恢复，生猪存栏量将延续增加

趋势，预计春节过后，生猪价格

大概率会进入下行通道。

除了产能逐渐恢复因素之外，生猪期货的连续性下

跌，也在暗示今年肉价将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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