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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两子公司股权

孟凯新湘鄂情已开业 多人寻求合作
*ST云网股权纷争战火燃至董事会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湘鄂情创始人孟凯，在新开饭店、
上市公司股权纷争这两条战线上共同
发力。
一方面， 新的湘鄂情已于上个月
开业，孟凯直言经营上“
达到预期”，且
已有多人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另一方
面，在 *ST 云网（
002306），孟凯委托
王禹皓提名新一届的董监事人员，若
能成功，中湘实业的陆镇林有望入主。
从当前情况看，陆镇林入主之路
并不平坦，变数就在控股权司法拍卖
仅是暂时中止，此前投入巨资的“
公
司医生”陈继为了顺利退出不会轻言
放弃。

新湘鄂情已在深圳开业
在去年 12 月 6 日， 证券时报·e
公司率先报道， 湘鄂情创始人孟凯
“
洄游” 深圳， 二次创业再次选择餐
饮，操盘运作新的湘鄂情。 当时，湘鄂
情店面正在装修， 预期开业时间是
2018 年 1 月。
1 月 19 日，一切准备妥当，孟凯
多位朋友，包括湘鄂情的老员工等，到
店祝贺。 1 月 20 日，新的湘鄂情正式
营业。 已有深圳市民发朋友圈感慨，
“
忽然发现湘鄂情又回来了”， 大厅面
积比当年蛇口的稍大， 但仍属于小成
本模式， 和另一餐饮品牌南京大牌档
很像，菜品兼顾了广东人清淡的口味，
选择较多。
孟凯在接受证券时报·e 公司记
者采访时表示， 经营状况方面达到预
期，已经有很多人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预计年后会有新的店面出来。
根据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的了
解，孟凯是新湘鄂情的经营者，背后的
投资人是 “
湘鄂情” 商标的持有者。
湘鄂情”系列
2014 年底，*ST 云网将“
商标转让给深圳市家家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
下称“
家家餐饮”），后来家家餐
饮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家家湘鄂情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
家家湘鄂情”）便
成了商标的持有者。
2016 年 12 月， 家家餐饮出让了
家家湘鄂情的股份。 家家湘鄂情在今
年 4 月份申请注册了“
湘鄂情八大碗”
等商标，是一个速食品牌，仍是孟凯在
操盘。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查询工商
信息得知， 家家湘鄂情旗下有一家全
资子公司叫深圳前海湘鄂情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孟凯为法定代表人及执行

董事。
孟凯给自己的定位是湘鄂情
我是为商标持有人打工， 只负
CEO，“
责经营，不持有股份。 ”孟凯此前曾对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表示。
新湘鄂情选址在深圳南山的某知
名商场， 和当年孟凯最早开的大排档
距离非常近。 之所以选在这里， 孟凯
说，“
只有在蛇口，我才敢开这么大。 ”
据孟凯介绍，湘鄂情的新店有 1000 多
平米，租金不算贵，商场停车 3 个小时
内免费。

董事会换届引争议
二度创业餐饮颇为顺利， 但是
上市公司 *ST 云网的股权纷争再次
陷入混乱。 *ST 云网即曾经的湘鄂
情、餐饮第一股，后来主营业务变更
才改名为中科云网， 又因业绩不佳
披星戴帽。
*ST 云网 2 月 12 日晚间公告，经
公司控股股东孟凯提议， 孟凯授权代
表王禹皓同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换
届选举事项，并代为提名王禹皓、陆湘
苓、季信陵、冯大平、胡小舟、吴林升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
名林立新、鲁亮升、王椿芳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 2 月 11 日，*ST 云网召开董
事会审议上述换届选举议案，4 人同
意，3 人反对，结果为通过。
这份名单，意味深长，若最终获得
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陆镇林将能控
制 *ST 云网董事会，同时意味着陈继
出局。 说到底，当前 *ST 云网的股权
纷争，仍是陆镇林、陈继两大金主在角
力。 陈继当前为 *ST 云网副董事长，
孟凯 2016 年 9 月请来的“
公司医生”，
二人现在疑似已经决裂。更早一些，陆
镇林在 2015 年由王禹皓介绍而来，帮
助解决了逾期的“
ST 湘鄂债”。
由于孟凯此前曾公告收回对王禹
皓的委托， 此次又授权王禹皓进行董
监事提名，不免令人稍感疑惑。 对此，
孟凯在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采访时
表示， 此次授权是其本人真实意思的
表达。 孟凯此前对陈继也有过类似的
表决权及提名权委托， 前期单方面撤
销，但陈继当时表示撤销的效力待定。
对此，孟凯表示，对陈继方面的委托已
于 2 月 6 日到期。追溯公告可知，孟凯
与陈继在 2017 年 2 月 6 日签订的委
托协议，期限一年。
具体分析此次候选人背景。 王禹
皓为当前的董事长， 也正是他早前牵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线陆镇林来解决孟凯及公司的债务问
题；陆湘苓为陆镇林的女儿，季信陵、
冯大平均为陆镇林旗下中湘实业的副
总经理； 胡小舟曾为岳阳国税局副局
长，中湘实业正是处于岳阳；吴林升为
现任董事，律所任职。 独董方面，林立
新为华丽家族董事长， 鲁亮升也是湖
南投资 （
000548） 的独董， 王椿芳为
*ST 云网现任独董。
当前董事会另一成员黄婧， 是陈
继方面成员。在这份换届议案之中，陈
换
继、黄婧均投下了反对票，理由是“
届选举前未披露提示性公告， 使其他
有权提名人不能及时行使提名权利，
程序存在问题”。投下反对票的还有独
立董事牛红军， 他的理由是换届选举
时机不当， 时间仓促未能对候选人主
体适格进行审查，提名程序存疑等。同
时，牛红军由于个人原因，不愿继续延
期，申请辞去独董一职。

孟凯与陈继关系破裂
剖析 *ST 云网当前格局，已经形
成三方势力，孟凯、陆镇林、陈继。 去
年， 孟凯与董事长王禹皓反目成仇的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王禹皓代表的即
为陆镇林的利益。如今，孟凯重新委托
王禹皓提名陆镇林的人马为董监事候
选人， 可见当前他已经亲近陆镇林而
敌对陈继，和去年的情形完全相反。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陈继在接手
孟凯质押股份的债权后， 申请了司法
拍卖。而陆镇林，在竞拍即将开启的档
口，拿出了早期的《
股份转让协议》，以
权属不清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 拍卖
中止。所以从孟凯的角度来看，陈继要
拍卖他的股份，陆镇林制止了，接下将
董事会交由陆镇林掌管也较为合理。
这起司法拍卖的前因后果较为复
杂，简要概括就是，孟凯在 2014 年将
所持 *ST 云网 1.82 亿股质押给中信
证券进行融资， 到期无力偿还形成债
务纠纷， 中信证券起诉后冻结了这部
分股份。 2016 年 10 月，陈继旗下的上
海高湘在中信证券设立资管计划，受
让中信证券对孟凯享有的全部债权及
担保权利。紧接着，上海高湘旗下公司
在中融国际信托设立信托计划， 承接
上述债权，交易价格为 5.5 亿元。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陈继实现
了对这部分债权的控制。 2017 年底，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裁定， 司法拍卖孟
凯所持 1.82 亿股， 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 日 10 时至 2 月 3 日 10 日。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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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早上， 司法拍卖平台页面显
示拍卖已经中止， 原因是被执行人提
起执行异议，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已立
案受理，目前尚未审查完毕。 *ST 云网
随后的拍卖进展公告显示， 提出异议
的是陆镇林。
陆镇林的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
态。 陈继在接受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
电话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自己 “
公司医
生”的身份，并对陆镇林中止司法拍卖
提出的理由不能认同， 认为这只是为
了拖延， 这部分股份最终还是会被拍
卖。 陈继还对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说，
“
自己是做不良资产（
处置）的，孟凯这
里只是我的项目之一， 两年期限也快
到了，陆镇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
陆镇林的异议理由是，2015 年 11
月，中湘实业与孟凯、中信证券共同签
订了《
和解协议》，约定由中湘实业代
偿孟凯对中信证券的债务， 共计本息
5.06 亿元。与此同时，孟凯与中湘实业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作为偿
签订了《
还债务的对价，在股份质押解除后，孟
凯将名下股份全部转让给中湘实业。
中湘实业称， 上述协议签署后，
2015 年 11 月底， 孟凯声称已与中信
证券达成一致， 要求中湘将前述代偿
款优先代偿孟凯在其他两个案件中的

债务 ， 数 额 为 4.3 亿 元 。 中 湘 实 业
2016 年元旦当天分两批汇入指定的
北京一中院账户，由孟凯个人保证其
负责解除债务的质押，将股票过户至
中湘实业名下。 余款 7532 万元，由中
湘实业委托的第三方北京盈聚汇入
了指定账户。
中湘实业表示，其在《
和解协议》
中的代偿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而
孟凯未能解除质押导致无法过户。 中
湘实业据此认为， 此次拍卖所涉股票
的股权实际权利人为中湘实业， 裁定
书对案件事实、 标的物权属等方面的
查证尚存在不清之处， 执行裁定应当
予以撤销。 福田法院程序受理了中湘
实业所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 中止了
原定司法拍卖事项。
*ST 云网也在公告中对相关情况
进行了说明，此前不知悉《
股权转让协
议》等的存在，真实性、合法有效性由
有权司法机关认定；4.3 亿元资金主要
用于支付购买公司剥离资产负债之对
价，所得资金用于偿还“
ST 湘鄂债”、
北京信托贷款， 并非中湘实业所述为
孟凯代偿质押股份的债务； 若股权转
让协议签署行为属实， 各签署方未尽
到告知义务， 应自行承担该行为的法
律责任。

中信网络49%股权拍出78亿 鹏博士落败称“不可思议”
证券时报记者 孟庆建
2 月 13 日晚间，鹏博士（
600804）
公告中信网络有限公司 （
下称中信网
络 ）49% 股 权 转 让 最 终 成 交 金 额 为
78.177 亿元。经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公
司放弃继续参与竞价。
据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获悉，挂
牌了 5 个月的中信网络在 2 月 12 日
上午启动了网络竞价， 短短一个小时
竞价升至 78.177 亿元，较起拍价翻了
近 6 倍。 在志在必得的北京应通科技
有限公司（
下称北京应通）面前，与中
信网络有长时间合作， 原本看似胜券
在握的鹏博士铩羽而归。
2 月 13 日， 鹏博士方面接受证券
时报·e 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标失
利感觉有些遗憾，还表达了对竞标对手
的不能理解。 “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78
亿元已经可以买下鹏博士的控制权。 ”
净资产为负的中信网络股权的
“
估值”近 160 亿元，中信集团成为本
次交易的最大受益者。 在这场令人瞩
目的竞标中， 成立时间不足两年的北
京应通则显得十分神秘。

1小时击败鹏博士
简单回顾中信网络股权的竞拍历
程。 2017 年 9 月 27 日北京产权交易
所公告， 原全资持有中信网络的中国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中信集团）挂
牌转让中信网络 49%股权。 截至 10

月 30 日，有两家民营企业递交了受让
申请，分别为鹏博士与北京应通。
中信网络拥有为数寥寥的电信牌
照：贯穿全国的骨干网，同时可经营第
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部分业务。 某
种程度上， 这张牌照可以视为对公众
运营的五大骨干网之一， 其他四家分
别是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广电国网。
虽拥有稀缺牌照， 中信网络业绩
连续亏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中
信网络总资产 2.9 亿元，总负债 3.1 亿
元，所有者权益为-1922.56 万元。 其
营业收入为 7113.7 万元，净利润亏损
5144 万元。 2016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3.8 亿元，净利润亏损 1.04 亿元。
鹏博士曾公告， 中信网络转让底
价为 13.38 亿元。 投资中信网络有利
于切入基础电信业务领域， 通过与中
信网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利用奔腾
骨干网为公司多种业务提供支撑平
台，提高竞争优势。
据《
财新》报道，为防范后期交易
风险，11 月 7 日中信集团曾要求两家
竞标企业提交了三项有关补充资金来
源合法性的材料。中信集团表示，根据
计算总计受让方需筹措资金 16.5 亿
元以上。虽可采用分期付款形式，但受
让方短期内仍需准备至少 5.5 亿元资
金。文件中提及，若中信集团后期发现
受让方不符合条件， 有权终止交易并
不退还 2 亿元保证金。
两家企业均迈过 16.5 亿元资金

门槛，经过审核拿到了竞拍入场券。这
场竞价于 2 月 12 日上午 10 点正式开
始， 记者从鹏博士现场竞拍人士处了
解到， 本次竞拍自由竞价时间为 5 分
钟，起始价为 13.377 亿元，加价幅度
为 3000 万元，自由竞价期结束后进入
限时竞价期，价高者胜。
中信网络的股权正是在限时竞价
中拍出了“
天价”，北京应通最高出价
达到 78.177 亿元， 鹏博士不再加价。
鹏博士相关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
竞拍从开始到结束不到 1 小时，
很明显对手是志在必得，78 亿元价格
远超我们预期。 ”

“感到不可思议”
对上市公司鹏博士来说， 如若能
入股中信网络自然是好消息。 参与骨
干网经营能够弥补鹏博士在发展过程
中的短板， 又将开创民营企业建设骨
干网络的先河。
2 月 13 日，鹏博士有关负责人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谈到对此次
竞拍的感受时表示：“
首先感到有点遗
憾，还有就是不可思议。 ”
他认为不可思议的是价格。该人士
分析， 此次中信网络仅出售 49%股权，
竞拍胜者也只是伙伴关系，牌照永远归
属中信网络，除非未来修改电信法民营
企业才能取得牌照控制权。 且中信网络
业务多年亏损， 目前看不到盈利迹象。
鹏博士对标的资产投标评估心理门槛

是二十多亿，最大底线是不构成重大重
组，即不超过 31.75 亿元。
“
上市公司有自己的顾虑，构成重
大重组需要证监会审核批准， 而这个
资产还是亏损的，如果申请被否，2 亿
保证金就要被没收。 事实上竞拍中价
格超过 31 亿之后，我们心理上就放弃
了。”该人士表示他完全不能理解对方
的出价。
“
如果我们以底价拿下标的，对手
78 亿元资金已经可以买下鹏博士控
制权， 占有市值 180 亿元的鹏博士超
过 40%的股权，还可以获得过亿网络
用户， 它一样可以达到和中信网络的
合作目的不是吗？ 况且鹏博士账上还
有超过 50 亿现金。 再换个角度参照，
如果标的资产价值 78 亿元，我们拥有
超过 1 亿用户和完整的云、管、端产业
链，估值该是多少？ ”
鹏博士 2 月 13 日晚间公告称，放
弃继续参与有关中信网络股权转让的
竞价， 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造成任何
实质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与中信网络
的合作关系。

神秘买家是谁？
从参与各方来看， 鹏博士和中信
网络素有合作，交集颇多。 2011 年 11
月 7 日， 中信网络在北京产权交易所
挂牌转让旗下长城宽带 50%股权及
其对长城宽带的 4.84 亿元债权，鹏博
士以 10.84 亿元竞购成功。2012 年，中

信网络再售剩余 50%长城宽带股权，
鹏博士采用分期付款形式以 7.12 亿元
认购成功。 此次参与竞标显得十分顺
理成章，也差点水到渠成。
半路杀出的 “
程咬金”——
—北京应
通是谁？ 有关资料并不多。 工商资料显
示， 北京应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注
册成立，2017 年 2 月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1 亿元，法定代表人贾明玉持
股 100%，贾明玉仅持有这一家公司。
据相关报道， 北京应通虽然成立
时间不长， 但是和鹏博士一样拥有全
国 VPN 牌照，业务范围相同，有增值
电信业务许可证， 经营范围中有第二
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固定网国内数据
传送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北京、上海、
浙江、 广东等东部 12 省/直辖市 ；还
有第一类增值业务中的国内互联网虚
拟专用网的业务， 范围包括东部及中
西部 20 个省/直辖市。
北京应通有关人士称， 虽然该公
司去年刚成立，现在合同金额已快 10
亿元，还会高速增长，城市数字机房、
数据中心都在建， 两年内的目标是成
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网络运营商。
另据《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据传
北京应通的背后是上市公司易联众
（
300096）的实控人张曦。 鹏博士相关
人士也称，在竞拍现场看到其人出现。
易联众方面表示， 此事与公司没有关
系，无法回复。
2 月 13 日下午，证券时报记者多
次致电北京应通方面，但无人接听。

刚公布债转股方案， 中国船舶
（
600150） 启动子公司股权回购计划，
拟发行股份收购因“
债转股”所形成的
两家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2 月 12 日，中国船舶与此前参与
债转股的多名交易对手共同签署 《
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中国船舶拟发行股份
购买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东富天恒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等 8 名交易对
方持有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36.2717%股权；购买华融瑞通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中船澄西船舶修造
有限公司 12.0880%股权。
此次拟收购的两家子公司， 正是
中国船舶债转股的“
主角”。
今年 1 月 26 日， 中国船舶公告，
拟引入华融瑞通、新华保险、结构调整
基金、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
工银投资、 东富天恒 8 名投资者以债
权或现金的方式对外高桥造船和中船
澄西增资，合计增资金额为 54 亿元。
根据中国船舶的债转股方案，华
融瑞通以外高桥造船和中船澄西两家
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的金融机构贷款
债权向该两家公司增资， 增资金额合
计 15 亿元，新华保险、结构调整基金、
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工银
投资、 东富天恒等 7 名投资者分别以
现金对上述两家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
金额合计 39 亿元。外高桥造船和中船
澄西所获现金增资用于偿还债务。
由此， 上述投资者合计获得外高
桥 造 船 36.27% 的 股 权 和 中 船 澄 西
12.09%的股权。
不过， 中国船舶与上述投资者签
署协议约定， 在增资日后 36 个月内，
公司有权选择以公司向投资者定向发
行的股票为对价收购投资者所持有的
外高桥造船和中船澄西的股权， 定价
及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均按资本市场
的行业惯例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确
定。 增资后 36 个月内，除上述约定的
退出方式或其他公司同意的方式外，
投资者不会再向其他方转让股权。
资料显示， 外高桥造船主要业务
包括船舶建造及海洋工程业务， 产品
类型覆盖散货轮、油轮、超大型集装箱
船、海洋工程钻井平台、钻井船、浮式
生产储油装置、海洋工程辅助船等；中
船澄西主要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修
理、建造及大型钢结构件制造，下属船
舶建造、 船舶修理和钢结构三大业务
板块。
中国船舶公告称， 此次交易是公
司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积极稳妥降低
杠杆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用船
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行业近年来受
到全球经济形势、 航运市场形势和国
际原油价格等多重周期性不利影响，
外高桥造船和中船澄西面临资产负债
率高企、 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居高不
下等问题， 中国船舶在两家子公司层
面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投资者以“
收购
债权转为股权” 及 “
现金增资偿还债
务” 两种方式对外高桥造船和中船澄
西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外高桥造船和中船澄
西的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 据中国船
舶根据两家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合并报表口径财务数据进行测
算， 外高桥造船的资产负债率可从
89.79%降低至 76.31%， 中船澄西的资
产负债率可从 49.48%降低至 41.12%。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中国船
舶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69.36%，此
次增资完成之后， 不考虑其他因素，
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预计可降
低至 59.37%。
不过， 中国船舶近期发布业绩预
告，预计公司 2017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仍将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2 亿元到-25 亿元。 公
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若仍
为负值，公司将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
票在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
即“
施退市风险警示（
*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