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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狮头成标杆 国企卖壳潮渐起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主业经营惨淡、 连续两年亏损的

*ST

狮头（

600539

）最近突然成为“香

饽饽”。公司

4

月

9

日披露控股股东狮

头集团拟将其所持公司全部

5277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94%

）转让给

海融天和潞安工程，转让价格为

18.75

元

/

股，较公司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溢价

75.6%

， 已经接近在去年

6

月创下的历史高点

19.2

元

/

股。

大股东高溢价转让控股权的案例

不止于

*ST

狮头。 近一段时间，深圳

惠程（

002168

）、栋梁新材（

002082

）、仁

智油服（

002629

）等公司纷纷出现大

股东高溢价转让控股权的现象。 其中

栋梁新材、 深圳惠程更是分别以

218%

、

114%

的超高溢价卖壳惊爆市

场眼球。

与上述三家民企不同的是，

*ST

狮头国资背景更加引人注目。 统计历

史案例不难发现， 大部分的卖壳动作

都发生在民营上市公司， 而国资企业

卖壳现象只占少数。

不过， 随着国务院数次强调加快

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国资通过

转让股权方式退出部分经营不善的国

企不失为一条较好路径。

3

月

23

日，中国嘉陵（

600877

）宣

布， 央企控股股东南方集团拟公开征

集受让方，转让所持公司全部

22.34%

的股份；

3

月

29

日， 浙江国资旗下的

钱江摩托（

000913

）也宣布公开征集受

让方，控股股东拟将

29.77%

的股份和

控股权一并让出。 此后， 上工申贝

（

600843

）、

*ST

狮头等多家国企均抛

出类似的公开征集大股东股权受让方

计划。

有分析人士指出，

*ST

狮头控股

权的成功转让或被视为标杆， 后续

或将引领更多国资企业加入“卖壳”

行列。

多家国企公开“卖壳”

3

月

3

日，东方钽业（

000962

）披

露的一纸股权转让协议打响了

2016

年国企“卖壳”的第一枪。 公司控股

股东中色东方拟将持有的东方钽业

28%

的股份转让给隆泰创投。

3

月

16

日， 河池化工（

000953

）

宣布，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同意，控

股股东河化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

让方的方式转让

8700

万股公司股

份（占总股本的

29.59%

）。 随后在

4

月

7

日， 河池化工宣布已确认宁波

银亿控股为受让方。

进入

3

月下旬，中国嘉陵、钱江摩

托、上工申贝、

*ST

狮头等多家公司均

抛出公开征集大股东股权受让方的相

关公告。

其中， 上工申贝控股股东浦东国

资委拟协议转让

10.94%

的股份，转让

后仅保留

8.27%

的股份。 上工申贝在

公告中直言：“这是贯彻落实国资国企

改革精神， 支持上工申贝建立起与其

全球化经营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 ”

但截至证券时报记者发稿， 在上

述公司中只有东方钽业、 河池化工和

*ST

狮头敲定了受让方。 值得留意的

是，东方钽业、河池化工、钱江摩托、上

工申贝

4

家公司大股东在未来股权转

让完成后， 仍将分别保留上市公司

17.8%

、

12.75%

、

11.68%

、

8.27%

的股

份，且全部退至二股东之列。

国资“卖壳”现象频出，与当前政

策背景不无关联。自去年以来，国务院

多次强调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

合，加大支持国企解决历史包袱。中国

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各

地相继出台的政策对于股权多元化、

资产证券化、 落后产能清退方面有许

多新尝试， 以混合所有制为导向的市

场化兼并重组将加速。

国信证券分析师郦彬指出，上述

近期公开转让股权的上市公司有着

共同特点，即均处传统行业、经营逐

年恶化、市值不高、转型诉求强烈。 在

国企改革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清理“僵尸企业”的大

背景下，主动公开转让股权、引入战

略投资者、 注入优质资产的方式，将

是国资处理经营不善的上市国企的

重要手段。

频现溢价转让

自去年

12

月仁智油服公告控股

股东溢价

129%

转让全部股权后，大

股东高溢价售壳的现象已经屡屡发

生。不论是溢价

2.18

倍转让的栋梁新

材， 还是溢价

1.14

倍转让的深圳惠

程，都足以引发市场狂热的关注，连续

的“一字板”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幸

运儿”的标配。

与之相比， 溢价

75.6%

转让控股

权的

*ST

狮头似乎略逊一筹，但其国

企身份依然夺人眼球。 资料显示，

*ST

狮头控股股东狮头集团为太原市国资

委旗下的独资企业， 将在本次转让上

市公司控股权后直接获得

9.89

亿元

现金。

国企溢价“卖壳”的不止

*ST

狮

头一家。 东方钽业控股股东中色东方

将

28%

股权转让给隆泰创投的价格

为

12.2

元

/

股， 较公司停牌前最后一

个交易日收盘价

9.32

元

/

股溢价

30.9%

， 中色东方在本次转让中将获

得

15.06

亿元转让价款。

而在去年

11

月，

ST

景谷（

600265

）

的国资二股东景谷森达通过公开征集

受让方的方式找到了称心 “女婿”重

庆小康，并以

25.37

元

/

股的价格将全

部股权转让，这一价格较该事项公告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溢价

27.87%

。

探究上述公司高溢价转让控股权

的原因，市值成为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ST

狮头于今年

1

月

18

起开始停牌，

总市值仅为

24.56

亿元， 是

A

股市场

中数一数二的“袖珍”壳资源。 另外，

*ST

狮头股价在

1

月上旬经历了大幅

下跌， 停牌后市场整体回暖也为公司

股价创造了溢价空间。

与之类似， 东方钽业、

ST

景谷在

转让公告披露前的市值分别为

41.09

亿元、

25.79

亿元， 倘若直接在二级市

场上购入相应比例的股权， 公司股价

的不断上涨将大幅增加买入者的成

本。 同时由于控股权溢价加之买壳者

心切， 溢价转让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

为奇。

后续重组是关键

若要使上市公司基本面发生脱

胎换骨的变化，控股股东转让控股权

仅仅只是第一步，上市公司后续的重

组运作才是最关键的一环。 这不但是

买壳者的工作重心，同样也是卖壳方

非常关心的问题。 更何况，国资企业

往往对“上门女婿”有着更为严苛的

要求。

以钱江摩托为例， 大股东钱江投

资在公开征集受让方时提出了多项苛

刻条件， 例如要求受让方总资产规模

达

800

亿元，净资产不低于

300

亿元；

最近两年每年净利润不低于

20

亿元；

需具有国际市场营销渠道和经验，并

提出未来

5

年钱江摩托国际化战略以

及钱江摩托产销超百亿元战略等。

除此之外， 证券时报记者还发现

一个细节，钱江摩托、

*ST

狮头、中国

嘉陵、 河池化工这

4

家公开征集受让

方的企业， 均要求受让方承诺不更改

上市公司注册地， 或者限制受让方在

一定期限内更改注册地。

“这主要是税收上的考虑。注册地

在当地，纳税地就在当地。上市公司可

以增加当地投资、促进就业，因此地方

政府不希望当地的上市公司注册地更

改。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慧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

于上市公司分布较少的地区来说，上

市公司数量也是一种政绩的体现。 记

者注意到， 河池化工是广西河池市唯

一一家上市公司。

4

月

13

日，

*ST

狮头披露一份重

大资产出售及购买之框架协议书，公

司拟向狮头集团转让与水泥主业相关

的资产及负债， 同时拟购买新晋股东

海融天、 潞安工程共同投资的潞安纳

克

100%

股权，转型煤制油下游产品的

深加工领域。 由此

*ST

狮头成为上述

多家公开征集受让方的企业中第一家

正式披露重组路径的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

*ST

狮头的股权

转让和重组方向一并出炉， 国资股东

通过股权转让获得大量现金和高溢价

的收益， 受让方获得用于重组运作的

壳资源， 同时也将对公司二级市场股

价产生刺激，国资股东、受让方、中小

投资者形成共赢的局面。 若成功完成

重组，

*ST

狮头或将成为国资 “卖壳”

的标杆案例。

从唐德影视收购范冰冰资产

谈“估值之惑”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近日，唐德影视（300426）因拟收

购张传美、 范冰冰母女公司无锡爱美

神 51%股权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进

而遭到深交所发函关注。

关注函认为， 爱美神成立于去年

7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仅 300 万元，若

参照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爱美神估值

或存短期骤升的嫌疑。

标的资产估值骤升其实是一个老

话题， 不少上市公司此前曾高溢价收

购成立时间较短、净资产较低、尚未实

质性开展具体业务的企业， 同样引发

了监管层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有关“估

值之惑”的意见分歧。

估值之惑的背后一方面是标的资

产估值短期骤升不尽合理， 另一方面

则是资产收购协议中的业绩对赌条款

具有不确定性。

审视唐德影视案例，该公司 2015

年底总资产及净资产分别为 14.79 亿

元、8.68 亿元。 若以总资产计算，爱美

神 51%股权对应的资产评估值至少应

为 7.4 亿元， 整体估值则超过 14.5 亿

元，若以净资产计算，爱美神整体估值

也至少应为 8.51 亿元，否则，该项交

易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即便取 8.51 亿元的较低估值价，

这对成立不到 9 个月时间的爱美神而

言可能也属于估值骤升。 研判前述估

值是否合理之前， 有必要探究一下明

星（著名艺人或其他公众人物）控股

公司的运作模式。

从华谊兄弟等上市公司收购明星

控股公司及其他相关公开资料来看，

明星控股公司一般体量较小， 分别表

现在资产规模、 营业收入及人员数量

等各个方面， 相当一部分明星控股公

司自成立以来并未大规模开展业务。

此外， 明星控股公司无形资产远高于

有形资产，明星个人的资源、能量直接

决定旗下公司的经营及估值。

更值得探究的是第三点， 即明星

控股公司经常出现明星本人与公司产

权不明的情况。 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 明星与明星控股公司仅是控股与

被控股的关联方， 二者均系独立的主

体， 明星个人的业务必须与控股公司

的业务明确分开。

以爱美神为例，范冰冰业务庞杂，

涉足多个细分领域，但截至目前，爱美

神与范冰冰的个人业务及其他关联公

司的业务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产权不

明的现象。

假如爱美神与范冰冰其他业务产

权明晰， 那么爱美神的估值基础便是

其业务前景及盈利能力， 估值过程反

而会更透明一些。 此处有必要指出的

是， 爱美神 300 万元的注册资本仅具

参考意义， 注册资本 300 万元绝不等

同于估值也应该是 300 万元。

一旦爱美神业务产权不清晰，与

关联方存在业务重叠， 客观上会令估

值存在瑕疵， 将原本不属于爱美神的

资产与业务纳入估值体系， 人为抬升

爱美神估值。

不妨简单测算， 爱美神每纳入关

联方潜在净利 1000 万元的资产，仅给

20 倍市盈率， 估值将增加 2 亿元，若

参照传媒娱乐约 70 倍的市盈率，估值

增加水平将更为明显。

目前的问题是， 无从判别爱美神

的业务是否独立， 以及后期会否继续

保持业务独立性， 这个问题得不到解

答，爱美神估值之惑将始终存在。另一

个导致爱美神估值之惑的要素是业绩

对赌条款， 由于唐德影视收购爱美神

51%股权尚处于筹划过程中， 未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业绩对赌的具体

细节暂不明确。

依据业绩对赌的格式化条款，范

冰冰须对爱美神 2016 年 ~2018 年业

绩作出承诺， 因为连续三年的业绩是

爱美神重要的估值基础。 当实际业绩

不及承诺时，范冰冰将以“承诺净利

润减实际盈利” 的原则对唐德影视作

出补偿，不限于现金补偿。

近年来曾出现过因承诺业绩不

及预期，被并购方原控股股东向上市

公司补偿现金的案例。 相比于标的资

产估值，被并购方原控股股东向上市

公司补偿的现金或其他资产毕竟规

模有限，爱美神 51%股权对应的估值

4.34 亿元，相关业绩承诺必然远低于

4.34 亿元。 于是，当爱美神确实无法

实现范冰冰承诺的业绩时，范冰冰可

以相对少量的资金进行补偿，从而锁

定 4.34 亿元的估值，同时爱美神另外

49%的股权对应的 4.17 亿元的估值

亦获锁定。

这并不是说范冰冰主观上会故意

违背业绩承诺而选择低成本的补偿，

而是说， 爱美神有可能在某一年度业

绩确实不及预期， 而范冰冰便会以相

对低廉的成本作出补偿。

当然， 估值之惑只是从估值的角

度研判上市公司收购估值飙升资产的

行为。有一种说法认为，上市公司可通

过此类收购行为与明星等无形资产较

高的公众人士进行绑定， 收购的资产

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相关明星可以

在约定时间内为上市公司带来更大的

潜在利益，如代言、项目推介等。

总之，不管是小额收购行为，还是

高溢价的收购行为， 收购已经成为上

市公司寻求外延式增长的主要路径之

一，以更为合理、公允、透明的标准评

估标的资产， 才更符合上市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

供给需求共振 国企壳资源走俏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纵观历史上的 A 股上市公司重

组情况，国资“壳” 公司在资本运作方

面往往不及民企积极主动。 但在今年

以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近期发生的

多家国资“壳” 公司公开征集受让方

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对此，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市国企

中层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过去国

资监管的核心强调的是保值增值，运

作卖壳重组的流程复杂、风险较大，国

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对待资本运作的积

极性不高。不过，近期整体环境层面发

生了两大变化，刺激了国资企业“卖

壳” 的冲动。

一方面是各级政府财政吃紧，通

过资本市场公开出售经营不善的企业

控股权能够换取宝贵的现金， 不失为

给财政纾困的一项选择。 以

*

ST 狮头

为例， 公司 1 月披露的业绩预盈公告

显示，2015 年 9 月收到太原市政府专

项扶持资金 5300 万元是公司得以

“保壳” 的主要原因。 而本次

*

ST 狮

头的易主， 不仅为当地政府甩掉了沉

重的补贴负担， 同时获得了大笔现金

的支持。这一变化体现在供给侧，即国

资“壳” 公司的卖壳意愿增强。

另一方面来自需求侧。 自十三五

规划删除“战略新兴板” 以及证监会

主席刘士余表态“注册制不可单兵突

进” 后，直接 IPO 上市难度加大，大量

希望上市的企业以及拟回归 A 股的

中概股都存在强烈借壳意愿， 推升了

借壳需求。

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共

振，不排除国资“卖壳” 现象今后会愈

演愈烈。

与此同时，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近阶段发生的国资“卖壳” 现象与直

接借壳上市不同。 借壳上市一般体现

为直接将资产以重大资产重组的形式

注入“壳” 公司，并引发实际控制人的

变更。 而最近发生的案例主要是国资

股东先行出售股权“脱身” ，后续的重

组等事宜则交给受让方自行处理。

一位多次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投

行人士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透

露， 国资企业的重大资产重组流程一

般较民企更长，除经过股东大会通过、

证监会审核外， 还需要上报各级国资

委审批。同时，国企决策效率往往低于

民企。 种种原因导致国资企业运作重

大资产重组往往比民营企业耗时更

久。 相比之下， 先由国资将控股权出

让， 再由民资控股股东自行策划重组

方案则更加高效、快捷。国海证券分析

师代鹏举认为， 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

有望以此为示范， 逐步扩展到其他大

型的国企。

三公司打造中国染化在线市场

预计首年交易额将超2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4

月

13

日，生意宝（

002095

）携手

闰土股份（

002440

）、吉华集团两大行

业巨头，共同宣布打造“中国染化在线

交易市场”，传统染化行业巨头将转型

“互联网

+

”。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染化在线交

易市场作为互联网企业， 相关人士预

计前三年就会产生利润， 第一年交易

额将会突破

2

亿元。

生意宝和闰土股份公告还显示，

三方（包括吉华集团）拟共同出资成立

“染化 （中国）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暂定名），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其

中，生意宝出资

350

万元占股

35%

，闰

土股份出资

350

万元占股

35%

， 吉华

集团出资

300

万元占股

30%

。 新公司

定位于通过电商交易、 互联网金融等

手段，提升产业链整合、服务和控制能

力，促进产业转型与发展。

目前， 生意宝已基本打造了全球

领先的 “大宗商品供应链综合服务生

态圈”，形成了全行业、全产业链上下

游的“闭环”服务体系。

该生态圈包含的平台包括： 电商

平台（生意宝

)

、数据平台（生意社）、支

付平台（生意通）、仓储物流平台（网盛

运泽物流网络）、 融资平台 （网盛融

资）、风控平台、消费金融平台（杭银消

费金融）、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万事

通）。中国染化在线交易市场正是印染

行业的专业化市场， 覆盖整个行业上

下游企业。

吉华集团副总裁谢飞红说：“可以

把中国染化在线交易市场当成染化行

业的淘宝， 整个染化行业企业都可以

在这个平台上开店（私有平台）。 ”

闰土股份副总经理阮光栋说：

“除了聚集染化行业上下游企业以

外，促进电商交易、为整个行业提供

供应链金融服务等也是在线交易平

台的发展方向。 ”

据悉，其它的“互联网

+

”企业通

常会明确表示前三年不会盈利， 而谢

飞红则透露， 中国染化在线交易市场

前三年肯定是有利润保障的。

谢飞红的底气也源于闰土股份、

吉华集团两大行业巨头的实力。 据了

解，仅闰土股份、吉华集团年交易额就

达到

2

亿元。

同时， 中国染化在线交易市场将

面向整个染化企业开放， 预计第一年

覆盖

10%

的业内企业， 第二年覆盖

20%

， 第三年计划覆盖行业

50%

以上

的企业。

谢飞红表示：“预计今年

6

月份，

中国染化在线交易市场将会上线，闰

土股份、 吉华集团将可以率先实现网

上交易。 “

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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