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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精准收回乐视网借款 违背两项承诺遭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刘钊
虽然贾跃亭仍未回国， 但是关于
贾跃亭与乐视网（
300104）之间资金往
来的质疑声从未断绝。
9 月 12 日， 深交所下发关注函，
对贾跃亭减持乐视网所获资金的使用
承诺履行情况表示关注， 要求乐视网
与贾跃亭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
此外， 贾跃亭彻底退出乐视网管
理层之前，曾精准收回对乐视网借款，
深交所要求乐视网逐笔说明公司向贾
跃亭还款的时间、金额及还款原因。
对此，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采访
到乐视网证券部人士， 对方称需等待
公司回复函。 而作为贾跃亭在国内的
主要消息出口， 乐视网关联方乐视控
股负责公关业务的传播副总裁程时盛
则对记者表示， 目前乐视控股方面没
有消息。

贾跃亭失信
在关注函中， 深交所主要关注了
贾跃亭在 2015 年减持乐视网股份后，
承诺全额借款给公司以及收回借款后
将全额增持乐视网， 但借款与增持的
承诺全都落空。
乐视网曾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发
布了 《
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专项披
露的公告》， 而后在 2015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了 《
关于承诺事项专项披露的
公告》。 两份公告显示，贾跃亭承诺将
减持所得资金全部借予乐视网使用，
自收到公司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贾
跃亭将还款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增持乐

视网股份。
乐视网 2017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
已向贾跃亭归还全部借款。 但在借款
方面， 从贾跃亭减持所获得资金与借
款给乐视网的资金看， 贾跃亭并未遵
守将减持所得资金全部借予乐视网使
用的承诺。
2015年 5 月 26 日， 乐视网公告
称， 贾跃亭计划半年内减持不超过乐
视网总股本 8%的股份， 约 1.48 亿股。
随后，贾跃亭半年内减持约 1.35 亿股，
套现 57 亿元。
乐 视 网 2016 年 3 月 份 披 露 的
2015 年年报显示，贾跃亭对乐视网的
期末借款（
2015 年年底）余额为 20.71
亿元， 全部为新增借款；2016 年年报
则显示， 贾跃亭对乐视网的期末借款
余额仅剩 260.07 万元，一年内，贾跃
亭基本上将所有借款全数收回。 乐视
网 2017 年半年报显示，2017 年上半
年， 乐视网偿还了仅剩的贾跃亭 260
万元借款。
如此看来， 贾跃亭对乐视网的借
款远低于当初承诺的 57 亿元。 此外，
贾跃亭在当初减持乐视网股份时的追
加承诺中言之凿凿， 借款均是不低于
60 个月的免息借款，但最终贾跃亭在
一年内几乎全数收回借款。
而在增持承诺方面， 贾跃亭显然
也没有履行。贾跃亭曾经承诺，自收到
上市公司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 贾跃
亭将还款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增持乐视
网股份。
不过，目前来看，贾跃亭绝大部分
借款都在去年收回， 按照承诺应该在
今年上半年完成增持， 但是从乐视网

半年报来看，贾跃亭没有任何增持行为。

贾跃芳也违反承诺
与贾跃亭情况一样，贾跃亭的姐姐贾
跃芳也违反了与乐视网之间的借款承诺。
在 2014 年 12 月，贾跃芳分四次，总
计减持乐视网股份 1200 万股，减持金额
总计约 4.23 亿元；在 2015 年 2 月，贾跃
芳再度分四次减持乐视网股份 2400 万
股，减持金额总计约 11.86 亿元。
同样在2014年12月与2015年2月，贾
跃芳与乐视网两次签下 《
借款协议》，分
别承诺将借款1.78亿元与15亿元， 均为
借款期限均不低于60个月的免息借款。
不过，2015 年年报与 2016 年年报则
显示， 贾跃芳对乐视网的期末借款余额分
别为 14.02 亿元与 4.34 亿元， 相比贾跃芳
在借款协议中的承诺金额同样不足。

姐弟精准收回借款
与贾氏姐弟违反减持时的借款和增
持承诺相比， 姐弟俩在贾跃亭彻底退出
乐视网管理层之前精准地全额收回借
款，则更加引起外界注意。
深交所在关注函中也要求， 乐视网
逐笔说明公司向贾跃亭还款的时间、金
额、还款原因。
目前贾跃亭与乐视网方面均未对此
给出详细回复， 不过从年报与半年报披
露的借款数据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
2015年年报显示，贾跃亭对乐视网的
期末借款余额为20.71亿元，全部为新增借
款。 2016年半年报显示，贾跃亭对乐视网
的期末借款余额为25.01亿元，半年内新增

借款4.3亿元。 主要的变化出现在2016年下
半年， 也就是乐视资金危机爆发的时候。
2016年年报显示，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贾跃亭对乐视网的期末借款余额仅剩
260.07万元，一年内，贾跃亭基本上将所有
借款全数收回。
贾跃亭在乐视资金危机爆发的 2016
年下半年收回了几乎全部对乐视网借
款， 而在今年上半年收回全部对乐视网
借款。 其姐姐贾跃芳情况与贾跃亭如出
一辙。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贾跃亭收回借
款的用途是填补乐视体系非上市公司的
资金窟窿或是其他。
对于偿还贾跃亭的借款， 乐视网在
2016 年年报中给出的解释是，贾跃亭无偿
借予上市公司的资金虽不需要支付利息，
但该部分资金用于企业日常经营， 应按照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而对公司损
益造成直接影响。 如公司沉淀不必要的控
股股东资金， 反而会对经营业绩产生较大
负面影响，因此，大股东借款采用随借随还
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所需以及经营业
绩统筹考虑来保证借款的时间和规模。
而与贾氏姐弟在乐视资金危机之时
能够全额收回对乐视网的借款相比，众多
供应商与金融机构等大小债主都在苦苦
等待乐视的欠款。 据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
公布的信息，乐视控股和乐视移动已被列
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两家公司法定代
表人分别为贾跃亭和其兄贾跃民，两家公
司涉及失信金额总共超过1亿元。
程时盛则代表贾跃亭发言表示，乐
视控股目前资产价值远大于所欠债务，
有能力偿清一切债务， 并按贾跃亭之前
的承诺将尽责到底。 乐视控股正在积极
处置非上市体系资产。

宏达股份控制权生变 泰合集团浮出水面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在沉寂许久之后， 宏达股份
(600331) 因实际控制权存变更可能，
遂于本周一（
9 月 11 日）晚间宣告停
牌，并借此重回社会舆论视野。证券时
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宏达股份控股
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
宏达实
业）正在进行重大事项，参与对方为四
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此举可能
导致上市公司实控权的变更。
实际上，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早
在 9 月 8 日，泰合集团便已将宏达实
业小股东股权的吸纳。 对此，多位投
资界人士表示，泰合集团或将借用华
神集团模式，最终完成对宏达股份的
控股。
针对上述说法，证券时报·e 公司
记者致电宏达股份， 但未得到对方回
应。 而历史终是惊人的巧合， 回眸
2015 年 9 月 8 日， 曾经的华神集团
（
泰合健康前身） 发布权益变动报告
书， 泰合集团通过对其控股股东层面
的股权收购， 进而完成对该上市公司
的间接控股。

停牌前夕入股控股股东
9 月 11 日晚间，宏达股份突然发
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司接到宏达
实业和泰合集团的通知， 获悉宏达实
业正在进行重大事项， 该事项可能导
致宏达股份实际控制权变更。
根据 2017 年中报披露，宏达实业
持有宏达股份 5.46 亿股， 持股比例
26.8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而刘沧
龙通过宏达实业间接持有宏达股份
17.32%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后，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有 2 亿股宏达股份， 持股比例为
9.84%，位居次席；此外，四川濠吉食
品（
集团）、科瑞集团有限公司、金花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科甲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等 5 位股东持股量均为 1 亿股， 持股
比例均为 4.92%。
作为宏达股份单一最大股东，宏
达实业成立于 1999 年，该公司注册资
本为 2.5 亿元， 其经营范围包括项目
投资、股权投资、有色金属原料、化工
原料等业务。此前，四川宏达（
集团）投
资公司（
宏达集团）为宏达实业唯一法
人股东，出资 1 亿元；其余则是自然人
股东，刘沧龙出资 1.05 亿元，马宏、刘

芳、刘凤山、刘凤川、秦玲等人出资金
额均为 900 万元。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发现，就在
宏达股份停牌前夕的 9 月 8 日，泰合
集团已突击完成对其控股股东宏达
实业的小股东股权收购。 截至到当
日， 宏达实业股东已从 7 位缩减至 3
位，宏达集团与刘沧龙股权出资金额
不变；而泰合集团已将马宏等 5 位自
然人股东股权全部揽入怀中，出资比
例达到 18%。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宏达系”重
要成员，宏达集团股权亦随之变更。截
至到 9 月 8 日， 宏达集团注册资本
12.5 亿元，其股东由 8 位减至 4 位。其
中，刘沧龙、宏达实业、四川广鹏商贸
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3.79 亿元、4.58 亿
元和 2.5 亿元； 而泰合集团同样收编
了其余小股东股权， 出资金额为 1.63
亿元，出资占比为 13.02%。
通过穿透式股权结构计算， 泰合
集团现已合计持有宏达集团股权
19.61% ， 借 此 间 接 持 有 宏 达 实 业
7.84%； 若再加上其直接出资宏达实
业的 18%份额，那么泰合集团或已握
有 25.84%股权，进而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宏达股份股权比例达到 6.95%。

收购四川信托终止
目前， 宏达股份及控股子公司是
国内锌资源开发、 冶炼的重点企业之
一，旗下“
慈山”和“
G 慈山”两个锌锭
品牌已分别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伦敦
金属交易所注册， 可用于交易所锌标
准合约的履约交割。
2017 年上半年，宏达股份有色金
属锌板块主业盈利能力同比大幅提
升，完成营业收入 21.38 亿元，同比增
长 44.04%；实现净利润 1.25 亿元，逼
近 2016 年 全 年 净 利 润 ， 同 比 增 长
395.15%。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今
年上半年宏达股份有很大一部分利润
来自于所参股的四川信托， 公司按权
益法确认当期投资收益 8275 万元。据
披露， 宏达股份现持有四川信托 7.76
亿股， 占后者出资比例的 22.16%，位
列第三大股东。
目前， 四川信托共有 10 位股东，
单一最大股东为宏达集团， 持股比例
32.04%；此外，持有四川信托股权比
例超过 5%的股东包括， 中海信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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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持股 30.25%、宏达股份持股
22.16%、濠吉食品持股 5.04%。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10 月 20 日
经过 23 次报价， 中融新大集团曾以 50
亿元的高价， 拍得中海信托挂牌转让的
四川信托 30.25%股权。 岂料，四川信托
小股东濠吉食品要求行使优先受让权，
以 50 亿元的价格从中融新大手中 “
抢
回”已拍出的股权，此次股权变动事项尚
待监管部门审核批准。
2016 年底，为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 宏达股份亦曾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拟向宏达集团、濠吉集团、汇源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四川信托 40.92%
股权， 并向宏达实业定增募集配套资
金。 但在推进重组过程中，宏达股份却
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收到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出具的《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清单》， 因涉及诉讼事项冻结了其持有
的四川信托全部股权。 随后，经宏达股
份董事会慎重考虑，决定终止此次重大
资产重组。

同类方式拿下华神集团
作为宏达股份未来潜在的重要股
东，泰合集团始创于 1995 年，现已形成
金融、大健康、文化旅游、房地产等相关
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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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官方网站介绍，泰合集团现控
股参股多家上市公司、2 家民营银行、自
持和管理 21 家高星级或主题式酒店，
控股 3 所职业院校，参股多家金融机构
及拥有 30 多家各类子公司。
时间回溯到 2015 年 8 月，华神集
团发布公告， 泰合集团将受让华敏投
资持有的四川华神 48%股份， 受让周
蕴瑾持有的 24%股份。 同年 9 月 8 日，
华神集团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 泰合
集团持有四川华神 72%股份， 成为四
川华神第一大股东。 彼时，四川华神持
有华神集团 7792 万股，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泰合集团成
功入主华神集团， 并成为间接控股股
东，泰合集团掌舵人王仁果与张碧华夫
妇新晋为实际控制人。 此后，华神集团
董事会高管原班人马曾先后辞职，增补
泰合集团王仁果、 王可澄等为公司董
事， 王仁果则被推选为上市公司董事
长。 控股华神集团一年之后，泰合集团
“
实盘操作”又迈出重要一步，2016 年 9
月华神集团更名为“
泰合健康”。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近年
来泰合集团发展迅猛，2014 年其总资产
仅 90.7 亿元。 而截至到 2016 年 6 月 30
日， 泰合集团总资产已突破 600 亿元，
一年半时间便已暴增 5 倍之多。

“最严减持令” 发威
多公司改道现金收购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并购重组审核收紧， 现金收购
股权成“
捷径”。 去年曾定调收购北
京央广联合传媒全部股权的乐金健
康（
300247）于9月12日晚间公司宣
布，考虑到“
监管政策尚不明确，本
次交易已经耗时较长且审核结果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 双方协定先以2
亿元现金收购标的公司21%的股权。
乐金健康并非孤例。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初步统计，今年 6 月起，
已宣布重组方案的上市公司中，已
经有亿利洁能、西部矿业、金信诺、
大同煤业、 实达集团和东方网络等
7 家公司正式宣布终止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改为现金收购，且不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自去年监管加压以来， 直接宣
布以现金方式收购资产的上市公司
开始增多， 今年下半年以来似乎更
为明显。 有投行人士向证券时报记
现金收购” 趋热一方面和
者表示，“
监管部门对增发、 重组和股东减持
的监管不断加压有关， 另一方面也
和国企改革推进有关。

改道现金收购
主营桑拿、 保健器材等健康产
品的乐金健康（
300247），2011 年转
型发力大健康领域； 而央广联合传
媒则是全媒体营销和健康产品服务
的提供商， 旗下投资了现代化中医
综合性医院北京天健医院等， 实际
控制人为黄勇伟、黄婷婷。
按照去年 11 月乐金健康与央
广联合达成的框架协议， 若央广联
合 VIE 结构拆除成功，乐金健康将
购买其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目标
公司全部股权， 该交易将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今年 1 月， 完美世界
（
002624）宣布将富创传媒 18.8%的
股份以 7000 万美元出售给黄勇伟，
央广联合传媒的 VIE 结构拆除。
如今内部整合工作虽已结束，
但由于并购政策调整， 交易耗时较
长且审核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乐金健康和央广联合传媒股东选择
了部分资产先行进入上市公司。
9 月 12 日的方案显示，央广联
合传媒全部股权的总对价是 9.52
亿元， 乐金健康先以 2 亿元自有资
金收购 21%的央广联合传媒股权。
央广联合股东承诺，2017～2019 年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00 万、9000
万和 1 亿元，3 年累计净利润将不
低于 2.7 亿元。
数据显示， 央广联合传媒去年
营业收入 8.14 亿元， 盈利 7777 万
元， 今年上半年营收 4.64 亿元，盈
利 5053 万元， 盈利能力符合独立
IPO 上市的标准。 乐金健康今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为 4.48 亿元，利润为
3446 万元； 去年全年营收 5.999 亿
元，盈利 8563 万元。
也就是说， 若乐金健康若直接
发行股份收购央广联合， 需要涉及
条款规避“
借壳上市”，目前改为先
由 2 亿元自有资金收购 21%股权
的交易则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回溯今年 8 月，乐金健康表示，
公司将先收购央广传媒部分股权，
公司将继续积极保持和监管部门的
沟通与联络， 一旦并购重组的政策
放开， 不排除在现金购买目标公司
部分股份的基础上， 再次启动收购
目标公司其他股份的工作。 交易中
还约定，假设央广联合（
或其所属公
司/资产）在协议期内启动 IPO 或启
动并购重组， 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乐金健康会配合。
无独有偶，今年 8 月宣布，受中
概股回归 A 股政策影响，长信科技
（
300088）原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收购比克动力 75%股权的计划中
止，改为现金收购比克动力 20%股
权，剩下部分视情况重启收购。

减持新政“发威”
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发

现，今年已有逾 40 家企业调整资产
重组预案，主要都是修改标的资产
范围和收购方式。 但自今年 6 月以
来， 已经有 7 家公司调整交易方
案，决定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改为直接现金购买，同时标的
“
缩水” 为原计划中的部分资产和
股权。
今年上半年，只有省广股份等
少数公司宣布将收购资产的支付
方式从股份支付为现金支付。 结合
多家上市公司的表述，这可能和近
最严减持新规”有关系。
期颁布的“
根据 5 月 27 日的新规定， 上市公
司股东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
售后的 12 个月内， 通过竞价交易
减持的数量不得超过其持有该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50%，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也适用
于相关规定。
例如， 实达集团在回答交易所
问询时坦言， 公司终止发行股份收
购旭航网络 100%股权并改为现金
收购，主要是基于《
减持新规》也适
用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如本次交
易继续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的支付方式，较《
减持新规》出台
前交易双方初步商定的交易方案存
在重大实质性差异。 ”
豪泰科技收购标的上海红生，
其股东也表示鉴于近期资本市场
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提议由上市公
司直接现金收购所持的资产。 该提
议也受到了上市公司的欢迎：6 月
16 日，豪泰科技宣布因受到军改等
客观行业政策因素影响，原拟收购
的“
涉军”企业同方洁净不再是公
司增发收购对象， 仅收购上海红
生。 交易规模缩小的情况下，直接
采取了现金收购的快捷方式。
“
直接用现金收购手续简单，
一般只要交易所把关。 也有的‘
套
路’是先现金收购，而后交易对手
再进行其他安排的情况，比如说再
安排受让股权或增发。 ”有投行人
士表示，发行股份收购变更为现金
收购的优势在于简单、快捷，但主
要只适用于在募投项目仅是收购
资产或体量相对较小时。 此外，给
上市公司现金带来的压力也较为
明显。
包括东方网络、泰豪科技、西部
矿业等公司悉数表示， 调整变更方
案是为了尽快完成对标的公司的整
合工作，提高资产重组效率。
政策不确定
与乐金健康等因“
性”先购买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决
心视情况推进收购剩余股权的方
案不同， 东方网络等公司则表示
“
将根据标的公司后续的业绩表
现以及业务整合的效果决定是否
收购剩余股权”。
2016 年 5 月就开始停牌策划
重组的东方网络， 原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形式购买华桦文
化、元纯传媒 2 家公司的 100%股
权。 在对影视资产的并购监管收
紧的情况下， 东方网络撤回增发
申请， 改为现金收购华桦文化
51%和元纯传媒 40%的股权，不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今年改为现金收购的还有个
特殊处在于，重大重组涉及在国务
院国资委评估备案的，国资委的要
求比证监会还要严格，很多央企上
市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集团体系
内资产的都暂停了。 ”有投行人士
透露。
9 月 5 日亿利洁能就公告称因
“
涉及混改”而终止发行股份，拟购
资产包由 26 亿元减少至 6.4 亿元，
改成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公司称，
拟收购某国有企业持有的某境外企
业部分股权涉及国有企业混改的顶
层设计， 需与相关主管机构沟通协
商， 但相关程序未能在重组规定的
时间要求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