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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方实力雄厚。天保控股是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1999 年

1 月 28 日在保税区国有企业实施产业重组基础上注册成立的，现

有注册资金 15 亿元，资产总额 40.8 亿元。 

 置入资产已先行整合。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11 月 30 日，天津

天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76 亿元，负债

8,714.3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5.89 亿元，净资产评估增值人民

币 2.16 亿元，增值率 57.72% 

 壳资源的价格已定。截至 2006 年三季度末，S 天水每股净资产为

2.287 元（未经审计），非流通股本的股本权益约为 3.7 亿元，该

重组计划采用资产置换的可能性较大，即天保控股通过建材集团

将等额的优良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建材集团将天水股份原有资产

全部收回，天保控股所出的 1.2 亿元实际是用于购买这一壳资源。 

 风险分析。重组是 S 天水当前唯一的出路，但重组完成的时间、

未来业务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重组失败的风险依然存在。 

 估值。如果公司重组及股改可在 2007 年初完成，2007 年业绩承诺

得以实现，则 2007 年实现每股收益 0.42 元，2007 年合理的市盈

率水平应该在 28~30 倍之间，2007 年合理的价值应该在 11.76 元

~12.6 元。 

 投资建议。公司再次开盘后重组和股改成功与否就可得到较大程

度的确认，鉴于天保控股的背景可能给上市公司再次置入优良资

产，我们给予 S 天水“强烈推荐”的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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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组进程  按部就班 

2006 年 11 月 14 日，天水股份控股股东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与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重组天水股份的框架协

议》，协议规定天保控股以天水股份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作为非流通股

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收购建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天水股份的全

部股权，共计 161,705,413 股，占总股本的 67.74%。在 2006 年 12 月 25
日前，天保控股向建材集团支付人民币现金 1.2 亿元，用于偿还其子公

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清欠后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为零。 

2006年 12月 18日，S天水控股股东建材集团等公司与天保控股签署《股

权划转协议》，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股东天津市新型建

筑材料房地产开发公司、天津建筑材料进出口公司、天津市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所共四家机构拟将所持有的 S 天水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天保控

股，天保控股将持有 S 天水 67.59%的股份。 

2006 年 12 月 19 日，S 天水与天保控股签署《资产置换协议》，S 天水

将除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非经营性占款 1.22 亿元、全部银行借

款 2.04亿元及天材房产 80%的股权 7198.55万元之外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以 200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值 5.56 亿元作为基础价格与天保

控股拥有的天保房产公司 100%的股权经评估合计 5.89 亿元人民币的资

产净值进行置换，资产置换中置入资产价格低于置出资产价格部分由天

保控股以现金补足，超出置出资产价格的部分形成天保控股对 S 天水的

债权。 

2006 年 12 月 20 日，S 天水收到控股股东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18 亿元的清偿金额。2006 年 12 月 25 日，S 天水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报

告书，公司进入重组的实质性阶段，重组成为该股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 

2.天津港保税区 

天津港保税区于 1991 年 5 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对外开放的特

殊区域，具有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和出口加工及展览展销四大功能，是

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保税区。 

海港保税区 

天津港保税区面向的是中国北方、东北亚和国际市场，以建设辐射中国

北方的国际物流中心、临港保税加工的现代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的

研发制造基地和国际货物大进大出的绿色通道为目标，开辟了有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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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自由贸易区之路。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97 个国家和地区，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47 个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兴办了 4000 多家企

业。其中，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中有 42 家在保税区落户。保税区已经

形成了以保税为特色，临港为依托，自由贸易为运作空间的功能产业基

本框架，成为全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空港物流加工区 

2002 年 10 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空港物流加工区，成为天津

港保税区的扩展区。新区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北侧，首期规划开发面

积 42 平方公里。 

图 2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整体规划图 

 
资料来源：天津港保税区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地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东北侧，距天津市区 3 公

里，距港口 30 公里，距北京 110 公里，与干线铁路相连。区域总用地

面积为 42 平方公里，首期规划开发 23.5 平方公里，划分为保税仓储加

工区、高新技术工业区、商务中介服务区和商住生活配套区等功能区。

保税仓储加工区具有进出口货物仓储、加工、整理、包装、配送分拨等

功能；高新技术工业区具有高新技术研发、加工制造功能；商务中介服

务区具有行政管理、金融保险、商品展示及中介服务等功能；商住生活

配套区提供国际化的公寓、酒店、学校、医院、娱乐等配套设施。区域

产业结构以空港物流和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根据产业布局规划，区域

设有电子信息工业园、生命科学工业园、汽车零配件工业园、新材料工

业园、高科技创业园。区域将突出发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空运优势，

并利用天津铁路枢纽、天津港和京津塘、津滨、唐津高速公路等组成的

交通网络，构筑国际一流的信息、技术与产品集散基地。优越的区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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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天津港保税区的综合优势相叠加，将使空港物流加工区成为投资密

度、技术含量、经济效益领先的外向型经济区域。 

图 3  国际空港物流区规划图 

 
资料来源：天津港保税区 

空港国际物流区 

天津空港国际物流区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货运区内，由天津港保税区

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等共同投资兴建，规划面积 1.2 平方公里。空港国

际物流区致力于聚集国内外优秀的航空物流企业，为航空货代、临空港

加工及外贸进出口搭建新的物流发展平台积极发展航空货物的分拣、仓

储、分拨、配送、加工、展销等业务，促进中国北方最大航空货运基地

建设。 

综上所述，天津港保税区已经形成了海港保税区、空港物流加工区、空

港国际物流区三区联动的新格局，根据规划东疆保税港也将进入保税区

管辖范围，这样保税区范围内的企业和物流业务规模将迅速增长。天津

港保税区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30%以上，到 2010
年突破 500 亿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保税区。 

3.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简介

天保控股是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1999 年 1 月 28 日在保税区国有

企业实施产业重组基础上注册成立的，代表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对天津

港保税区直属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具有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职能

的国有独资公司，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现有注册资金 15 亿

元人民币，截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天保控股总资产 40.8 亿元，净资

产 19.98 亿元；200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 亿元，净利润 3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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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控股公司下设天保公用设施有限公司、天保建设有限公司、天保国

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天保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保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五大集团性公司及天保房地产开发公司、天保冈谷物流、天保科技

发展、空港汽车园等六十余家全资、控股、合资合作企业。 

图 1  天保控股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天保控股网站 

天保控股公司成立六年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主营业务，即公

用服务、现代物流、国际贸易、现代房地产等主导产业，年营业收入突

破 41.9 亿元，主要经营指标连续三年以 30%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建

设了一批重点项目及投资项目，拓展了区域服务功能，形成新的利润增

长点，使企业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实现利润成倍增长、核心竞争力明

显增强。 

4.股改与重组同步进行 

4.1 1.2 亿元实际上是壳资源的价格 

截至 2006 年三季度末，天水股份每股净资产为 2.287 元（未经审计），

非流通股本的股本权益约为 3.7 亿元，该重组计划采用资产置换的可能

性较大，即天保控股通过建材集团将等额的优良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建

材集团将天水股份原有资产全部收回，天保控股所出的 1.2 亿元实际是

用于购买这一壳资源。天保控股将什么资产置换进入上市公司，在取得

上市公司控制权后，又有什么进一步的资产注入计划就成为 S 天水未来

发展的关键。 

4.2 置入资产已先行整合 

2006 年 11 月，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以货币及实物资产共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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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5 万元对天保房地产进行增资，增资后天保房地产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均为人民币 3 亿元。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天

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76 亿元，负债 8,714.3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5.89 亿元，净资产评估增值人民币 2.16 亿元，

增值率 57.72% 

天保房地产自 1993 年成立以来，主要开发了天津市河东区万东红顶花

园住宅项目、万东红顶花园配套公建项目、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区

2#楼项目、保税生活区 A02 地块住宅项目、保税生活区 B06、B07 地块

住宅项目。 

万东红顶花园住宅项目分两期，现已开发完毕并已全部售罄；万东红顶

花园配套公建项目及保税区生活区 B06、B07 地块住宅项目目前只进行

了征地及部分前期设计等工作；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区 2#楼项目

及保税区生活区 A02 地块住宅项目处于施工过程当中，预售情况良好。 

天保房地产目前的在建开发项目中，预计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 2#
楼项目、保税区生活区 A02 地块住宅等项目 2007 年竣工结算，目前预

售情况良好；保税区生活区 B06、B07 地块住宅项目 2008~2009 年竣工

结算，公司未来三年内持续增长的前景较为明朗。 

4.3 重组与股改同步 

天保控股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承诺 2007 年~2009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1 亿、1.1 亿、1.2 亿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如果 2007 年~2009
年公司未能够完成业绩承诺，则按实际完成的净利润与承诺完成净利润

的比例进行追送，数额上限为 2310 万股，追送股份上限相当于 10 送 3
股。 

表 1  追加对价安排 

实现净利润占承诺利润比例 追送股数（万股） 
低于 1 且高于 90%， 770 

低于 90%且高于 80%， 1540 
低于 80%， 2310 

资料来源：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5.风险因素分析 

重组是 S 天水当前唯一的出路，但重组完成的时间、未来业务的发展仍

存在不确定性，重组失败的风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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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估值及投资建议 

公司重组初见端倪，天保控股的背景、资产规模、实力，天保房地产的

业绩承诺使 S 天水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想象。如果公司重组及股改可在

2007 年初完成，2007 年业绩承诺得以实现，则 2007 年实现每股收益

0.42 元，2007 年合理的市盈率水平应该在 28~30 倍之间，2007 年合理

的价值应该在 11.76 元~12.6 元。 

公司再次开盘后重组和股改成功与否就可得到较大程度的确认，鉴于天

保控股的背景可能给上市公司再次置入优良资产，我们给予 S 天水“强

烈推荐”的投资评级。 

请参阅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未经渤海证券同意，不得抄袭或剪辑本文资料。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