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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退市如同生老病死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近期，

*ST

吉恩和

*ST

昆机

两家大型公司同时被宣布退市，

这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史无前例，

掀起不小的风波， 数万股民将陪

他们一起告别

A

股。 连年亏损，

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最终资不抵

债，黯然退市，一定程度体现了监

管态度之坚决、力度之强硬，不少

人纷纷猜测

A

股市场的退市大

潮是否将由此展开？

尽管唏嘘，尽管不忍，但我们

必须承认， 正常退市机制是保持

资本市场活力的必要条件。 资本

市场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如人

体代谢，废物排泄出去，营养保留

下来，以供肌体发展壮大。优质的

公司能够使资本市场保持活力，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而经营

不善、连年亏损的公司，就需要通

过设计合理的机制将其“代谢”出

去。唯有此，才能使资本市场良好

运行， 发挥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的作用。

任何公司的发展都有其生

命周期， 正如伊查克·爱迪思在

其著作《企业生命周期》中所描

述的，企业好比像人一样的生命

体， 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

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

春期、壮年期、稳定期、贵族期、

官僚早期、官僚期和死亡等十个

阶段。 企业从小到逐渐发展成

熟，到成熟之后一定会像老年人

那样走向衰退，最后死亡。 任何

公司都会经历这个周期，区别只

是周期的长短不一样，这与企业

所处的经济体、 所从事的行业，

以及管理者的才能等等都有关

系。 还有很多初创型企业尚未开

始成长就已经夭折。

而资本市场要选择那些已经

健康存活下来， 并刚刚开始成长

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一方面，解

决这些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公司所

需的资金问题， 实现社会资源有

效配置；另一方面，也让广大投资

者享受公司从幼年、到青壮年、再

到成熟的整个成长阶段的增长带

来的收益。 而已经成长到顶峰的

公司在资本市场， 未来可能长期

保持稳定发展， 但大概率不久就

面临衰退。 这个阶段的公司已经

无法让投资者分享成长受益，在

发展到公司生命期结束， 就应当

退市。 如果不将这些衰老的组织

排除， 必定会有碍资本市场的健

康发展。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很多

问题就的产生就因为没有常规、

合理的“代谢”机制。 有很多处于

衰退期的公司充斥， 占据了大量

的资本市场资源， 甚至有些投资

人把这些即将面临死亡的公司视

为有价值的“壳”资源大力追捧，

这本身就不正常。

我们还应看到，目前

A

股市

场的退市机制尚不完善：一方面，

还有很多有待淘汰的公司存在；

另一方面， 退市的公司一般都是

连续亏损好多年得以离场。 以

*ST

吉恩为例，

2015

年到

2017

年，公司分别亏损

28.7

亿元、

21.9

亿元、

23.6

亿元， 公司

2017

年末

净资产为

-1.98

亿元， 逾期债务

高达

72.75

亿元， 实在是到了死

亡期才令其退市。而即便这样，退

市前，

*ST

吉恩市值还达

108

亿

之巨，股东中不仅有

7

万散户，还

包括数家机构投资者。 这本说明

当前市场的机制不够成熟， 没有

在企业开始走向衰退的时候就及

时让其离场。

尽管许多企业家都在试图找

到企业的“长生不老”之药，永葆

基业长青，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维系百年的企业是非常少的：

1886

年成立的道琼斯工业指数

选择的

12

家优秀上市公司，至今

仅剩下

GE

一家还在榜上， 也足

见基业长青之不易。

因此， 中国资本市场应尽力建

立一种退市机制。 在公司进入衰退

期的时候，就及时让其退市，离开资

本市场， 就像人到六七十岁应该退

休一样。 这个时期的公司就像人步

入老年， 其运营已经不需要太多的

资源，也不会创造太大的价值。 退出

以后，他们可能会走向“死亡”，也有

可能由资本市场以外的其他力量和

资源帮助其转型、重生。 与此同时，

吸引更多优质的、 处于成长期的公

司来

A

股上市，在赋予其资源，帮助

它们发展壮大的同时， 让投资者也

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收益。 这是对

于中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乃至

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而言，最

有利的方式。

我们欣喜地看到， 监管机构早

就开始在这方面努力。 最近两家公

司的退市， 更是在建立合理完善的

退市制度上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们更期待一个朝气蓬勃、 活力四

射、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的形成。

辉煌只代表过去 生存要靠业绩

证券时报记者 刘凡

上交所

5

月

22

日宣布， 对

*ST

吉恩和

*ST

昆机作出终止上市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家公司均为地方

国企。市场评价为，在“严格执行退市”

的背景下， 曾经被认为披着 “免死金

牌”的老牌国企，如今也因触发了退市

条件，并未成“法外之地”。 笔者认为，

这对推进国企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触发退市的指标来看，

*ST

吉

恩和

*ST

昆机并不完全相同。

2017

年

年报显示，

*ST

吉恩净利润为负

23.63

亿元， 期末净资产为负

1.98

亿元，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对照

规定，

*ST

吉恩在暂停上市后同时触

及了净利润、 净资产和审计意见类型

等三项终止上市情。

*ST

昆机则是在

2017

年度亏损

3.5

亿元， 期末净资产

为负

3822.1

万元，同时触及了净利润

和净资产两项终止上市情形， 此外它

因存在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处

分，成为其退市的另一项重要因素。

两家公司都曾经历过风光无两到

冰冻三尺的重大转折。 以

*ST

吉恩为

例， 在

2003

年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这个“镍业上市第一股”还意气风发。

主打产品高冰镍和硫酸镍等多项产品

市场占有率第一。 但在

2008

年，

*ST

吉恩当年收入下降三成，

2012

年，

*ST

吉恩净利润现首亏。 后来因自身经营

状况不佳， 加上子公司的亏损拖垮了

*ST

吉恩的资金链， 令其至今陷入巨

额债务的泥潭。

*ST

昆机更是曾经星光熠熠，曾

荣获

80

多项科研成果奖，

18

次部以

上质量奖， 被誉为中国机床工具行业

的两颗明珠之一。

2008

年经济危机爆

发后， 机床行业的产品开始进入两极

化阶段， 而像昆明机床这类自动化较

低、 门槛较低的中低端机床产品则出

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而昆明机

床也正是在这段期间进入到严重的衰

退期。

*ST

昆机主营业务长期亏损，此

后几次筹划重组未果。 急于粉饰业绩

的

*ST

昆机竟然财务造假，被爆出后

追溯发现， 事实上

2012

年至

2017

年

*ST

昆机连续

6

年亏损。 证监会等主

管部门给予了处罚， 也成为该公司退

市的另一致命因素。

从此前的报告中可看出，

*ST

吉恩

曾多次将亏损的原因归于外部市场，认

为是“镍价在低位徘徊带来的影响。 由

于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导致镍需求终端

市场

-

不锈钢行业情况迅速恶化， 世界

不锈钢生产企业纷纷减产，镍价深度下

挫”等等。却并没有从企业的业务结构、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等自身找原因，以

至于即便近几年行业曾出现复苏迹象

时也未能扭转其颓势。

*ST

昆机也是未

能及时转型升级，为了粉饰太平居然动

用了财务造假等极端手段。

如今， 两老牌国企的退市具有特

殊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僵尸企业”

的处置一视同仁， 当前国企改革进入

新阶段，“僵尸企业” 的处置也是一项

重点。僵尸上市公司不再因为披着“上

市公司”的光环而被额外照顾，也会被

处理， 对推进改革整体进程具有显著

的积极意义。其次，对地方政府和国企

也敲了个警钟，当退市制度常态化时，

国企更要做好自身业务经营发展，提

升经营效率。

据了解， 目前多数省份都表示

2018

年将基本完成“僵尸企业”处置。

河南、江西、山西等省均公布了处置时

间表， 国企集团也纷纷加速了对旗下

“僵尸企业”的资产剥离工作。对老牌国

企的处置更备受关注，如山西省国资委

就指出，做好省属国有上市公司退市风

险防范化解，被

ST

并应对不力的，要追

究相关企业董事长、董秘等有关人员责

任。 梳理近年来

A

股退市公司的变化

也不难发现，因长期亏损的“僵尸企业”

退市案例有所增加。这不仅彰显监管部

门加大强制退市的执行力度，进一步遏

制炒壳恶习的决心，进一步也说明在

A

股退市制度建设中，以“良法”促“善治”

正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已经在 A 股上市约

20 年的 *ST 吉恩、*ST 昆

机被监管层“勒令” 退

市。在“严格执行退市” 的

背景下， 曾经被认为披着

“免死金牌” 的老牌国企，

如今也因触发了退市条

件，不再是“法外之地” 。

迎接股权融资新时代

程喻

曾几何时，国企是个金字招牌，出门

谈项目，谈融资，好似被打上护身符，让人

高看几分。 但是这几年，国企债务违约屡

见不鲜，这不，亏损三年终被退市的国企

也出现了。

这样的状况与国企的属性有关。 可

以看到， 无论是违约， 还是退市，“出事

儿”的国企都有几个特征：多为地方性国

企， 且集中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比如辽

宁、广西；地方国企违约的解决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 比如，川煤最

终偿债，而东北特钢纠纷重重，当地政府

的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多为资源

型企业，如东北特钢、广西有色，还有本

次退市的

*ST

吉恩， 当大宗商品价格进

入下降周期， 这些缺乏创新性和进取心

的国企难免举步艰难，甚至靠举债度日。

但最终原因还是大环境变了， 外围已步

入打破刚兑的年代，市场在下一盘大棋，

老黄历不灵了。

此前，国企债券一直存在“刚兑神话”，

被认为有政府兜底。 国有上市公司也是如

此，再不济，都有“万能灵药”财政补贴，亏

损两年，微利一年，总能活下去。但是现在，

监管部门已经决心刺破这虚假的祥和，开

弓就没有回头箭，短期来看，两家退市公司

的股民会有利益损失，但长远来看，打破刚

兑对股民绝对是利好。

很多人都怕中国走日本的老路，陷入

失去的

30

年，甚至更差，一步迈入未富

先老的阶段。 比较美国和日本的融资情

况，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显著不同：第一，

融资结构不同， 美国的融资是以企业为

主，政府融资占比不超过

20%

，而日本的

融资是以政府为主， 日本的国债余额是

GDP

的两倍， 日本政府融资占总融资的

比重超过了

50%

。第二，股权融资和债务

融资的比重不同，美国股权融资发达，而

股权融资才是激励创新的最佳方式，因

为股权是自己的，也正是通过

PE

制度对

创业的支持走出了苹果、

Google

、

Facebook

等大公司，而日本企业主要依赖于债务融

资，由于债务是别人的，久而久之就失去

了创新的动力。

现在，中国走的不是日本的老路，大力

发展股权融资是中国渴望走的创新驱动之

路。

2015

年，

A

股牛市启动就带有这样的

背景，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也充分暴

露出制度的缺陷：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打破

刚兑，回归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核心

业务；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规范合规、良

性运转的股市投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将

投资人拉回直接融资的主战场， 让创新公

司可以获得机会。

不打破刚性兑付，不清理影子银行，任

何良好的初心都会被投机心理所绑架。 否

则，债券违约通通刚兑，不光赔本金、利息，

最后连罚息都赔出来， 购买一年下来收益

率也差不多翻番了，那还买股票干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有债券都是刚性兑付，

那么资金就会源源不断流向这些高收益

率、低效益的企业，导致资源的错配、经济

结构的恶化。

仅仅这样还不够，所以我们看到，从近

两年开始，二级市场出现种种变革，从发审

委发审委办法修订、 人员变动到交易所频

频发出询问函； 从遏制高送转乱象到私募

大佬的陨落，再到今天国企上市公司退市，

一步一步，一点一点，

A

股监管思路呈现出

跟以往不同的面貌。 虽然万众期待的

IPO

注册制还没有出现， 但前面已经有了很多

铺垫。我们有理由相信，监管者在为营造更

好的市场环境不断付出努力。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迎接股权融资

和主动管理新时代，让金融业反哺实体，

这是金融机构和企业未来十年的最大命

题，任何潜在的绊脚石都会被搬开，哪怕

是国企。

官兵/漫画

国有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值得期待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

*ST

吉恩、

*ST

昆机终止上市，这两家都

有国企背景！国企真的退市了！”笔者所在的好几

个微信群这几天都炸了锅，尽管有投资者因为这

两个企业退市遭受损失，更多股民为之欢腾。

一直以来，关于国企上市公司业绩上不

去，

A

股“只进不出”怪象一直讨论颇多，也颇

为激烈。 国有上市公司在股民印象里一直就

是靠补贴、靠政策，有不少僵尸企业。 还有不

少国企上市公司在

A

股市场已经是濒临退

市的“老油条”了，近年几大热门退市股都是

国企标的。

不可否认，国企退市会面临比一般私企

退市更多的问题，对于管理和执行部门而言

难度也会更大一些，为此不少投资者认为国

企退市很难。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

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来规避退市风险，这种

现象是一直存在。 以这次退市的

*ST

吉恩为

例，号称中国镍业第一股，政府补贴没少拿，

2014

年全年共获得

10

次政府补贴。 公司主

营更是亏损：镍价连续上涨突破，镍价

4

万，

*ST

吉恩亏损； 镍价

7

万，

*ST

吉恩亏得更

多；镍价

10

万，

*ST

吉恩亏得越来越多。年报

显示，

2014

年，

*ST

吉恩营业收入

35.37

亿

元，亏损

5.38

亿元；

2015

年，营业收入

31.96

亿元， 亏损

28.69

亿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7.60

亿元，亏损

21.86

亿元；

2017

年年报显

示，

*ST

吉恩净资产为

-1.98

亿元，资不抵债。

*ST

吉恩、

*ST

昆机并非国资背景公司

退市先例。

2012

年首次退市制度改革以来，

首家退市公司长航油运打破了 “央企无退

市” 的惯例，

2015

年中国二重成为首例主动

退市案例，

2016

年博元投资退市， 宣告重大

违法退市案例告终。 但这次，不仅退市企业

是两家，还都是国企，让股民看到其背后更

多的变化。 从国务院国资委到地方政府，这

种变化值得注意： 先是从国务院国资委层

面，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提及，到两会期间更

是重点提出，坚持以提升内在价值为核心的

市值管理理念， 抓好亏损上市公司专项治

理。 尽管不是首次提及市值管理，但这么重

视就让人觉得和往年不一样。

随后，又有地方省份出台政策，加大对

国有上市公司退市风险防范化解， 出现

ST

并应对不力的，要追究企业董事长、董秘等

有关人员责任，并要求“提升资产证券化率，

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大作为”。 最近，国资委、

财政部、证监会三部委又联合出台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迎来统一监管“大法”，统一了不同

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机构关于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的监管规则。

再联系到日前的国企退市， 一条清晰可

见的思路： 规范国有资产运作、 做好市值管

理、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

能， 国家越来越重视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

的发展， 对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更加一视

同仁。 而这背后就是，增加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活力，引导价值投资的大旗。 这也是中国经济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统计称， 目前上交所主板公司中有

46%

是国有企业； 深交所主板公司中有

56%

是国有企业。 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思路的明

确，未来市场分化更加明显，垃圾、亏损公司

要长期边缘化， 而投资者将进一步向蓝筹、

白马集中！ 这些都是好的开始，以后对国有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