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珈伟股份诡异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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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闹“钱荒” 珈伟股份紧急“输血” 为哪般
等提供担保产生的财务纠纷，其中，标具
金额的三笔担保金额共计3.2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李曼宁
一笔关联交易， 揭开珈伟股份二
股东背后的财务危机。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获悉的一
份录音文件显示，珈伟股份二股东（
单
一第一大股东） 过去若隐若现的资金
问题在今年彻底爆发， 董事长被离职
员工追到办公室讨薪， 并直言：“
能借
的都已经借了， 你觉得现在公司能拿
出来 600 万吗？ ”
在光伏行业遭遇新政冲击的情况
下， 珈伟股份为何拟收购二股东的光
伏资产？尤其在该股东陷入经营困难，
资金链紧张的情形下， 该笔交易是否
有“
输血”之嫌？此外，上市公司实控人
在风口浪尖选择投资 P2P 平台，是否
为迂回驰援二股东的另一种方式？

离职员工上门讨薪

收购方案矛盾重重
珈伟股份自 7 月 3 日复牌后连续
遭遇 4 个跌停。
带着最新收购方案回归的珈伟股
份，为什么没有获得市场认可？
回看该交易， 珈伟股份全资子公
司华源新能源拟约 9 亿元现金收购光
伏电站资产，其原计划收购 14 个电站
项目， 新方案调整为收购库伦旗振发
能源、 中宁县振发光伏电力等 7 个项
目，交易不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上市公司此时推出该笔收购并不
太好理解。 一方面，珈伟股份刚刚于 6
月 27 日宣布，旗下华源新能源拟以不
低于 10.38 亿元， 向东方日升转让其
持有的高邮振兴 100%股权， 即通过
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高邮振兴
100MWp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珈伟股份并未披露出让该电站的
具体理由。 不过，公司左手拟 10 亿元
卖掉高邮振兴电站， 右手又欲 9 亿元
购入 7 家光伏电站的系列动作， 已令
不少投资者感到疑惑。
珈伟股份则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
公司购买和出售电站， 基于当
者称：“
前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国家政策，在
不同时间点，采取对应的经营策略。整
体而言，有利于现金流回收，控制经营
风险，稳定公司业绩。 ”
今年 5 月 31 日，国家出台“
光伏
新政”，为近年高速发展的国内光伏产
急刹车”。
业踩下 “
就新政是否给收购标的带来冲
击，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致电珈伟股
份， 公司证券事务部人士表示：“
国家
光伏政策的调整对收购标的 （
已并网
发电的建成项目）没有影响，法律上有
‘
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已并网的项目
补贴是已经确定下来的事情。 ”
另一方面，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
意到，珈伟股份目前正大力布局锂电池
产业链。 公司稍早前于 6 月 27 日公告，
旗下珈伟龙能近期与无锡中莹工贸签
订重大销售合同，后者将从珈伟龙能采
购两款型号的电动车锂电池系统，数量
合计 20 万只，合同金额达 4.32 亿元。
按照珈伟股份的说法， 该笔销售
“
充分说明公司的锂电池产品被市场逐
步认可， 是公司锂电池业务的重大突
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预计对公司
未来1-2年的业绩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
公司还表示，将扩大产能，大力发
展先进动力锂电池和储能业务， 调整
和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收入占比，增厚
公司业绩。
也就是说， 公司前脚称大力发展
锂电池和储能业务，后脚又“
回头”掷
重金加码光伏领域。

“输血” 二股东
在前述背景下， 上市公司为何执
意筹划该收购， 且采取全部以现金收
购的方式，就此疑问，从前述证券部人
员的言语中可窥一二。
“
我们收购的这些资产是优良资
产，对公司是有好处的，是从公司利益
出发的，当然了，这次收购能把我们想
要收购的东西收购了， 同时又能给二
股东提供一定的现金流， 缓解他的现
状，那对公司不也是一件好事情吗？ ”
此次交易对方为振发新能、 振发
能源。其中，振发新能为振发能源的全
资子公司。珈伟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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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股东， 非实际控制人） 即振发能
源。需要指出的是，珈伟股份与振发能
源渊源颇深， 此番作为收购主体的华
源新能源就曾是“
振发系”成员。
2014 年 8 月，珈伟股份宣布拟 18
亿元收购振发能源、灏轩投资（
珈伟股
份实控人旗下企业） 合计持有的华源
新能源 100%股权。 华源新能源为振
发能源旗下核心 EPC（
即光伏电站建
设工程总承包）资产。 交易完成后，丁
孔贤、陈汉珍、李雳、丁蓓 4 名自然人
作为一致行动人， 仍实际掌控上市公
借壳”。
司，该交易并不构成“
彼时业内对珈伟股份收购华源新
能源、发力光伏发电领域，并不感到意
外。实控人之一的丁孔贤系学者出身，
资料显示， 丁孔贤于 2003 年在西藏
参与建设了当时国内最大的 270KW
光伏电站， 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光伏建
设者。此外，丁孔贤在收购华源新能源
前夕突击入股，其于 2014 年 7 月注册
成立灏轩投资， 并认缴出资 6600 万
元，揽下华源新能源 25%的股权。
今年 3 月， 灏轩投资进行工商信
息变更，公司住所变更为阿拉山口市，
就在上月，灏轩投资斥资逾 4 亿元，入
股网贷平台投之家。
根据交易预案， 此次 7 个电站标
的评估总值约为 9 亿元。截至 2017 年
末，其中 2 个电站项目处于亏损状态。
此外，7 个标的全部股权均处于质押
状态，标的公司的机器设备、应收账款
（
电费收费权）也几乎被全数质押。
珈伟股份表示， 目前交易各方正
在积极推动相关质权人采取相应措
施， 以确保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至
购买方不存在法律障碍。 此次收购是
公司光伏业务调整优化战略的延续，
且收购的项目为早期并网光伏电站项
目，可长期获得电费收入，为公司贡献
业绩增长点。
同样是收购振发能源旗下资产，
与近期珈伟股份复牌连续大跌形成对
比，2014 年 8 月 22 日复牌后，珈伟股

份连续 9 个交易日 （
8 月 22 日至 9 月 3
日）股价累计上涨近 92%。
值得一提的是，振发能源此前承诺，
在交易完成后（
2015 年 9 月）的 36 个月
内， 不会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与其他投
资者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数量，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现有
实控人的控制权。
截至一季度末， 振发能源持有珈伟
股份 26.39%的股权，该部分股权已全数
质押。 另外，振发能源上述不控股承诺 2
个月后即将到期，不过，如今这家公司自
身却面临经营难题， 实控人查正发甚至
遭遇了员工上门讨薪的窘境。

二股东陷资金困局
振发能源为何急于套现， 这或许和
公司的财务状况有莫大关系。
振发能源和振发新能实控人均为查
正发， 其持有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
振发集团”）99.9%的股权，并通过
振发集团控制着振发能源及振发新能等
100 多家公司。
查阅工商资料， 查正发为 183 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些公司多为光伏相
关新能源企业， 其中多数为分布在全国
各地的光伏电站。此外，查正发长期被列
入失信人名单。
查正发起家于建筑公司， 并在2004
年将公司改为振发新能源， 主要从事光
伏电站建设施工业务。据其官网介绍，振
发新能目前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投
资运营及模块能源集成业务， 公司目前
已在国内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海外地
区开展业务，已并网、在建及储备项目累
计装机量接近3000MW（
3GW）。
众所周知， 光伏电站建设需要大量
的资金， 曾经是国家补贴非常密集的产
业。 据行业媒体报道，2017 年水平 1GW
光伏装机量需要垫付约 60 亿元，而振发
能源目前的装机量则需要 180 亿元的巨
量资金。 振发能源离职员工双喜（
匿名）
告诉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
他 （
查正

发）一开始做工程起家也没什么钱，自己
玩一些套路从银行把钱掏出来”，双喜介
绍， 振发集团仅在某银行的借款便高达
“
八九十亿”， 每天利息就要还超 100 万
这在公司大家都知道”。
元，“
在入股珈伟股份之前， 振发能源的
资金状况便已受到关注。在 2014 年初易
事特上市之时， 曾有媒体称振发能源作
为易事特的大客户， 买卖双方的贸易往
来“
十分耐人寻味”，并质疑大客户（
振发
能源）缺钱建电站，而易事特充当了其借
钱的通道之一。
另外，入股珈伟股份后，振发能源财
务状况表现不佳， 珈伟股份更像是其融
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2015 年 8 月，振发
能源成为珈伟股份单一大股东，2015 年
9 月 14 日，振发能源便开始将股票进行
质押融资，从最初的质押来看，振发能源
分别将珈伟股份股票质押给国元证券、
华融金融租赁等机构融资， 用于补充运
营资金；另外，部分股份质押给中国福马
机械集团、 西安大唐电信等相关业务公
司，用于保证相关业务合同顺利履行。
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振发能源累
计质押超过 1.245 亿股珈伟股份股票，
占其持股比例的 99.7%。 也就是说，入股
珈伟股份不足 4 个月内， 振发能源便将
其所持股票几乎全部质押融资， 之后振
发能源所持股票基本在解除质押又立马
质押的循环中行进。
根据最新数据， 振发能源所持珈伟
股份股票目前超过 99.9%仍在质押之
中。珈伟股份证券部人士表示：“
（
振发能
源）不排除有股票爆仓的风险”。
一方面是大肆质押融资， 另一方面
振发能源所持珈伟股份股票也因种种债
务问题陷入司法冻结困局。从2015年9月
30日至2018年5月， 相关股票已经5次被
不同法院冻结然后又解冻； 2018年5月、
6月，振发能源所持全部股票又分别被江
苏宜兴、安徽省高院、南京玄武区等地法
院轮候冻结。 在部分披露的冻结事由可
以看到， 基本是为下属公司或第三方提
供的光伏电站EPC、 设备采购以及债务

从股权冻结情况来看， 振发能源所
持珈伟股份股票被冻结及轮候冻结多数
发生在 2018 年以后， 也正是在这段时
间，振发能源的资金危机开始逐渐发酵。
近日， 关于振发能源欠薪的声音不
断见诸网络，据了解，今年 6 月 11 日，振
发能源离职员工举横幅集中到董事长办
公室讨薪。
振发能源前员工双喜告诉证券时
报·e 公司记者：“
振发拖欠工资是常事，
之前每年会拖两三月的，到年底结清，但
这次从去年 5 月份开始已经拖欠了 14
个月的工资。”也正是在这种拖欠工资的
节奏中，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员工
从振发能源离职。
双喜介绍， 去年年底前离职的员工
振发能源还会将工资结清， 但今年离职
的员工便不再有此待遇，仅 6 月 11 日当
天去查正发办公室讨薪的离职员工就超
过 50 人， 根据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获
得的一份录音，这 50 多人的欠薪金额共
计超过 600 万。 欠薪员工表示：“
自己上
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车贷要还，信用
卡已经透支到底。 ”
双喜介绍， 之所以出现这种撕破脸
的讨薪行动， 也是无奈之举，“
年初很多
离职员工已经就欠薪提交相关仲裁机
构，并达成了仲裁调解，但工资仍然一拖
再拖。 ”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拿到的 4
份仲裁书显示， 协商约定支付工资的时
间分别在 5 月 20 日和 6 月 10 日、6 月
25 日等，现在看已经全部逾期。
但查正发及其妻子陆蓉 （
现任华源
新能源法人代表）也颇为无奈，直言“
今
天不可能解决”，并一再给员工讲解公司
现状， 并大打感情牌希望寻求理解给予
时间。目前振发能源到底是什么境况，陆
你
蓉一句无奈的反问足见其资金困境，“
觉得现在公司能拿出 600 多万吗？ ”
陆蓉对讨薪员工讲到：“
现在大环境
不好，卖项目也没那么容易，公司也愿意
借钱，但现在能借的已经全都借了。因为
珈伟股票被查封， 所有的融资渠道都不
可能进来钱， 公司的资产只有大楼和电
站，现在公司出售项目，但这需要一个过
程， 大概 8 月初左右才能够把钱给到我
们，这一会来逼公司我也没有办法的。 ”
查正发也表示：“
这几个月一直在忙
资金的问题，3 月份时看到确实不行了，
公司 4 月份就开始谈电站的出售。”从双
方谈话中得知，为应对危机，查正发一度
托关系从朋友亲戚处借来 10 天期 3500
万元资金，“
那也是特殊情况， 应对公司
被查封的事情， 希望解封后可以争取到
银行资金还有电费等， 但现在是轮流查
封，公司只能卖资产。 ”
最后双方达成折中方案，讨薪员工暂
时拿到1个月工资，剩余部分约定8月10日
结清，但对于这个约定，双喜对证券时报·
可能性不大，没钱，也不
e公司记者表示：“
可能借来的，这种话说了好多遍了。 ”

风口浪尖上投资P2P
珈伟股份向二股东振发能源的紧急
“
输血”可以说是“
真爱”了，但对上市公
司来说，这样的投资难免受投资者诟病。
此外，在最近P2P处于风口浪尖之时，珈
伟股份旗下的灏轩投资以4.09亿元投资
P2P平台投之家并获得控股权， 同样引
起质疑。双喜就表示“
不会是拿钱给振发
用的吧”。
投之家是一家P2P网贷公司，2014
年9月上线。 投之家背后资方引人注目，
公司与P2P行业第三方平台网贷之家同
属于盈灿集团， 盈灿集团董事长徐红伟
同为网贷之家和投之家创始人。 P2P从
业人员李强（
化名）表示，作为P2P行业
第三方信息平台， 网贷之家在各家P2P
平台公司中分量极重， 掌控一定的行业
话语权， 这也使得投之家在P2P公司中
有着天然优势。
李强举例称，某 P2P 公司老板为了
能让网贷之家提及或者避免负面信息的
出现， 选择长期在网贷之家页面做贴片
广告，价格为 8 万/月，纵然在最近获客
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该老板依然坚持，李
强称之为“
交保护费”。“
不过现在网贷之
家等第三方平台的信誉已经下降了，最
近他们也踩雷了，曾背书的 P2P 平台已
经有跑路的。 ”李强说。
在网贷之家网站，多多理财（
近期跑
路的 P2P 公司）页面下，记者看到有投
资者在控诉称是看到网贷之家将其排名
49 位才进行的续投和加仓。

“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部
分业内人士对盈灿集团的另一种评价。
投之家也极善于借势， 在被入股之初，6
月 15 日，投之家官网率先发布公司获得
上市公司珈伟股份母公司 B 轮融资的公
告，并在股东背景中加入珈伟股份。 但同
时，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珈伟股份及其单
一大股东振发能源面临的困境， 并提出
“
是不是为了自融”的质疑。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致电投之家， 其工作人员也一再强调自
己与网贷之家的关系， 并宣传自己属于
上市系”，借此凸显自己的优
P2P 中的“
势。 但珈伟股份证券部工作人员却表示，
投资投之家是一个股东的行为， 甚至对
投之家官方极力宣传明确标注上市公司
股东背景的事情表示“
我还不清楚，我去
看下、给领导反映一下”。
另外， 投之家工作人员称：“
我们没
有出现逾期的， 而且还刚刚获得了上市
公司的 B 轮融资。 ”记者提出会不会出现
自融等情况时， 该工作人员称：“
上市公
司主要是财务投资， 不会干预公司经营
管理的，公司资金也有严格风控、管理，
不会被用到自融等不合规途径。 ”
但在灏轩投资入股后， 投之家管理
层还是发生了变化， 天眼查及投之家官
网机构信息栏显示 6 月 15 日，郑林国成
为投之家新的董事长、 总经理兼法定代
表人，其他董事也有变动。 其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郑林国和变动新增人员是“
上市
公司的人”。
另外， 盈灿集团对上市公司平台似
乎颇为青睐，港股公司中玺国际曾是A股
公司中弘股份旗下港股上市平台， 但因
为中弘股份债务问题相关质押股权被出
售。 今年5月，徐红伟控制的耀环国际有
限 公 司 ， 以 3.41 亿 港 元 收 购 中 玺 国 际
60.09%股份， 徐红伟成为中玺国际实控
人。 投之家与中玺国际也于7月6日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徐红伟及黄诗樵（
投之家
创始人、CEO）成为中玺国际执行董事。

关联方依赖隐忧
自收购华源新能源， 珈伟股份的资
产规模、营收规模跃上新台阶。
不过，伴随着并购带来的跨越式增长，
上市公司背后已存在关联方依赖等隐忧。
珈伟股份成立于 1993 年，2012 年登
陆创业板， 主要经营太阳能光伏照明产
品、高效 LED 光源、太阳能消费类电子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收购华源新能源
后， 珈伟股份切入了光伏产业链下游的
电站业务。
自 2015 年华源新能源并表后，光伏
电站 EPC 业务就占据了珈伟股份的主要
营收。2017 年，珈伟股份的光伏电站 EPC
业务占公司总收入约六成， 对单一大股
东振发能源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目前， 华源新能源已成为上市公司
的主要利润来源。 2017年，华源新能源实
现营收22.85亿元，净利润达3.78亿元。 期
内，珈伟股份实现营收34.37亿元，实现净
利3.15亿元。
根据此前业绩承诺， 华源新能源
2015年至2017年扣非后净利须分别不低
于2.59亿元、3.35亿元和3.66亿元。在完成
度上，2015年至2017年，华源新能源分别
达成扣非后净利2.59亿元、3.41 亿 元 和
3.75亿元，均实现业绩承诺。
尽管上市公司一直表示要降低对振
发能源的依赖， 但近两年， 珈伟股份与
“
振发系”仍有着频繁的关联交易。
年报应收账款科目显示， 截至 2017
年末， 珈伟股份应收款项账面值为 21.5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23.82%。 其中，“
受
查正发控股的企业”2017 年末应收账款
余额为 12.86 亿元，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的近六成。 此外，该部分应收账款的
坏账计提比例仅为 0.56%。
此外，2016年、2017年， 珈伟股份第
一大客户均显示为 “
受查正发控股的企
业”。 其中，2017年，珈伟股份对“
受查正
发控股的企业”的销售额达到12.67亿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达36.87%。 不过，该
数据已较2016年53.72%的销售比例有所
下降。
2016年， 珈伟股份第一大供应商为
易事特，紧随其后即“
受査正发控制的企
业”，其采购金额达3.44亿元，占年度采购
总额比例的17.75%。 2017年，“
振发系”不
再现身珈伟股份前五名供应商名单。 易
事特降至公司第二大供应商， 中科恒源
供应链跃升为第一大供应商。 中科恒源
供应链此前未曾在上市公司的公告中出
现过。 资料显示，中科恒源供应链隶属于
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后者是一
家从事清洁能源领域开发、 生产与应用
的高新技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