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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11

“最好的大股东”悄然变成最大反对者。
6月17日，万科召开董事会，投票表决万科拟发行股份

引入深圳地铁重组的议案。当晚，有关这一重组议案是否
通过，华润和万科各执一词。华润认为，赞成率应为7/11，
并未超过2/3。万科则认为，赞成率为7/10，超过了2/3。

前日下午，华润再度发表声明，质疑决议通过的合
法性。

万科能否搭上
开往楼市春天的地铁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从“宝万之争”到“万润之争”，
从抵御门口“野蛮人”到背靠“轨道+
物业”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万科股
权重构和股权之争旷日持久、愈演
愈烈。尽管万科以董事会名义，对外
释放出信息，定增购买资产引入深
圳地铁（以下简称“深铁”）的方案已
获通过。但是，是否贱卖股份，摊薄
原有股东权益，损害了小股东利益，
方案还要经受随后董事会、股东大
会两次审议的检验。

作为铁杆支持万科近20年，以
“护法长老”驱赶门口“野蛮人”，助
力王石和郁亮为代表的精英管理
层大展身手的华润，缘何旗帜鲜明
地反对股权重构？华润给出了6大
理由，但笔者认为，华润着重强调
的对价资产的质量被高估、股份被
摊薄等，这或是其拉拢其他股东的
幌子，除权益被摊薄，不利于央企
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外，根本原因
在于万科股权重构与华润新战略
相抵。

2016年，深圳区域预计贡献华
润置地30%的业绩，再拔头筹。集团
已将深圳旧改作为华润置地冲刺

“千亿房企”的主攻方向，并相继将
归属于集团的深圳4大旧改项目注
入上市公司。但是，逐鹿深圳旧改
的龙头房企云集，加上房价地价飙
涨，拆迁等旧改成本高涨，旧改风
险加大。深圳已无新地可供，万科
牵手深铁，无异于旧改领域的最强
组合，一方面，“地铁+物业”将是华
润置地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华
润股权被稀释，希望以大股东优势
整合万科和做大地产的战略渺茫。

对万科来说，顶着“不念旧情”
的骂名，抛开“老大哥”而引入深
铁，根本原因是，楼市和城市化进
入“下半场”，即楼市存量时代遇上
都市圈时代。

在大本营深圳，每年 1~2 宗新
增用地已经成了“资本游戏”，民企
万科“玩不起”；随房价水涨船高的
旧改成本下，任何一个逐鹿旧改市

场的开发商都不能保证，支付完高
昂的成本后，未来3~4年后入市的
房子可赚钱。引入深铁这个大股东
后，深度介入“地铁+物业”，不仅万
科可获得可观的土地储备，且借助
地铁再造存量空间、提升周边物业
价值的契机，助推万科转型和万亿
市值梦。

深圳地铁为何钟情万科？目
前，政府已确立“轨道+物业”来支
撑深圳地铁发展，而挖掘物业价值
是发展持续的保障。深圳房价已上
数个台阶，未来地铁开发成本越来
越高、周期越来越长。轨道尽管能
让沿线物业升值，但站点上盖物业
能否覆盖水涨船高的成本，基于专
业欠缺，深铁并无十足把握。但是，
基于20年“三好住宅”、“工厂化住
宅”的专业能力和成本控制上，长
期坚持“高盈利、快周转”模式下盈
利和现金流的获取上，业内无出万
科右者，这是深铁想要的。因此，万
科深铁合作，可谓时代的选择。

急需用钱，希望放款额度又快
又高，贷款利息再低一点。现在，急
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拨打
028-66623666或者去快贷中心（位
于西安中路 47 号，近宽窄巷子）申
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抵押，
额度高、放款快，银行利息低至3厘
的贷款产品，银行贷款最高额度可
达3000万。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目前，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

家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
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
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
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
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快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
证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
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
款品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
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快至半小时放款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

转 资 金 ，也 可 以 拨 打
028-66623666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只要资料审核完毕，最快半个小时

就能申请到贷款，月息低至8厘。此
外，快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道，
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
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 的车都可以
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马先生用被查封奥
迪车和相关证明资料通过快贷中心
向银行申请到20万元的应急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快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

工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
无抵押轻松贷。

你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
办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
以用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一
个放大贷；还可以用购买的商业保
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
理应急贷款。总之，只要你想贷款，不
管你有无抵押，只要打通快贷中心
028-66623666都将努力为你打通银
行渠道，拿到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房屋租售

酒楼·茶楼转让
●低价转让郫县西华大学旁3900
平高品质品牌酒店18030845821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500多平精装修酒店转让或酒店
内部用品出售13981875923
●中式盈利茶府转15884886644
●转东门1千平茶楼18628135377

餐馆转让
●市中心旺餐出租13880893637

●南航空路美食城13981811020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980918900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郫县厂库场出租13808033299
●蒸汽钢构厂房急售84963133
●厂库房500平出租18030879377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招 商
●乐山高新区有工业用地20亩，
寻找项目合作商13990648801
●租养老休闲场地15828341107
●租优质办学场地18982919636

急需用钱找快贷 银行利息低至3厘

华润不认可最终董事会投票
结果，但万科与深铁的重组仍在向
前发展，这盘棋还会如何下？

事实上，在重组预案还未获得
万科董事会通过之前，有分析人士
认为，关于重组预案，即便华润投
反对票，都阻止不了深铁与万科的
重组预案在董事会上的通过。“根
据以往王石、郁亮等管理层的人脉
关系，肯定会有更多的董事会成员
支持万科的预案，华润也顶多就是
这场战役中的’钉子户’。”

一位分析师认为，利益至上的

商战中，华润会关心的莫过于深铁
进来后，旗下资产情况如何，土地
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如何？自身利益
能否得以维护？而在这些问题未能
寻到较好的答案前，华润需要行使
自身的权利，为自己的这一局上上
更牢靠的保险。

对于这一点，华润方面表示，
深铁仅通过两个项目与万科合作，
并不是深铁整体业务的权益合作，
不能锁定未来万科与深铁在其他
项目的开发合作，未能形成对万科
的支持。

另一个可以让华润提出否认
预案的理由是，因为深铁旗下拥有
较多的身披债务的基建资产，这部
分资产中，会否有需要出售给万科
的资产？进来后的债务问题如何解
决？由此，华润方面认为重组方案
仍有优化空间。

不过，虽然目前华润不赞同引
入万科，但万科方面早前向媒体表
态认为，深圳地铁是目前万科能找
到的最佳重组对象，符合万科发展
战略，也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双方
意欲效仿日本东京急行电铁模式，

成立合资公司，统筹开展
轨道建设及周边物业开
发。如果，万科有望在地
铁沿线以合理价格获得
项目资源，深圳地铁也可
寻得专业合作伙伴，增添
物业开发运营实力。

事实上，除万科外，
包括绿地、北京京投银泰
在内，早已开始介入地铁
加物业的开发模式，结果
也证明，该模式为企业在
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载自公众号“见地”，微
信ID：jiandi2015）

□李宇嘉（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本质上，万科股权争夺战在于，
追逐个体利益还是全体股东利益，
看中短期利益还是分享长期红利

华润着重强调的对价资产的质
量被高估、股份被摊薄等，这或是其
拉拢其他股东的幌子，除权益被摊
薄，不利于央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压
力外，根本原因在于万科股权重构
与华润新战略相抵

一方面，“地铁+物业”将是华
润置地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华润
股权被稀释，希望以大股东优势整
合万科和做大地产的战略渺茫

不服万科“傍大款”华润勇当“钉子户”
□陈业（乐居深度报道记者）

“根据以往王石、郁亮等管理层
的人脉关系，肯定会有更多的董事
会成员支持万科的预案，华润也顶
多就是这场战役中的’钉子户’”

近日，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在其
官方微信发布的一篇文章称，快捷支
付功能是多数银行卡被盗刷的根源，
关闭掉那些你不知情、不常用的快捷
支付就能有效防范被盗刷，而这样的
一篇文章，阅读很快就10万+。上周，
成都商报记者试图联系工行、农行、中
行、建行、交行、招行等几家在蓉的主
要商业银行，了解文章说法的可行性。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只有建行给予
了回复。

当事银行未正面回应

在回复中，建行四川省分行并没
有直接回应“关闭快捷支付功能，是否
可以真的防止银行卡被盗刷”这个问
题，也没有提及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
来源。

建行方面表示，快捷支付是一种
支付方式，目前具有广泛的应用。建行
在手机银行和官方网站提供了快捷支
付的管理功能。针对快捷支付的情况，
该行建议广大客户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不要外泄，包括姓名、卡号、身份证号、
验证码等，同时从正规渠道下载应用
程序，为手机安装安全软件，定期杀
毒。在收到含有链接的短信时，请注意
甄别，不要轻易点开链接。

而第三方支付公司方面，腾讯回
复，追求便捷和安全的支付方式，是金
融创新的大趋势。微信支付有完善的

安全体系，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另一
家不愿具名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相关人
士表示：“业界关于快捷支付的作用及
安全性问题前几年已有充分讨论，因
此，对银行的这篇文章，个人认为不需
要讨论。”

第三方专家观点不一

360 手机卫士安全专家昨日表
示，关闭快捷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或防止部分盗刷情况的发生。对
于利用POS机盗刷的情况，用户还得
在用卡时多注意。

关闭快捷支付功能，就不怕银行
卡被盗刷？对这个观点，猎豹移动安全
工程师李铁军表示不认同，“银行的这
个建议不可取，这是反智”。李铁军表
示，快捷支付是中国移动支付进步这
么快的重要原因，没有快捷支付，中国
电子商务不会发展这么快。另外，即便
是关闭了快捷支付功能，也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银行卡被盗刷的问题。客户
网银资金被盗刷，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手机中病毒，或是访问了钓
鱼网站；另一方面是，大量网民的个人
信息被泄露。那么，就算是客户主动关
闭了快捷支付功能，因为互联网的服
务挺多，对于掌握了客户个人信息的
不法分子，也可以客户身份，来开启相
关功能，盗取客户资金。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银行卡不怕被盗刷 只需关掉快捷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