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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维艾普并购纷争

A15

再升科技终止增资维艾普 是收购陷阱还是一女多嫁？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再升科技 （

603601

） 日前公告显

示，公司

8

月

17

日召开董事会，决定

终止增资苏州维艾普新材料股份 （下

称“维艾普”，原新三板挂牌企业）。 而

在

8

月

15

日，再升科技收到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传票》等法律文书，维艾

普实际控制人周介明及其他三名股东

在

7

月

25

日提起诉讼，被告为再升科

技及其实际控制人郭茂等五方。

一同成为被告的还有关键人物杨

兴志，其早年曾是重庆另一家上市公司

三圣股份（

002742

）的董事、董秘、副总

经理，当前主要通过其个人名义及合伙

企业智玮联创从事投资业务，范围包括

新材料、医药中间体等。 另外两方被告

为卢文立（杨兴志配偶）、西藏中盛鑫瑞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西藏

中盛”，郭茂之女郭思含参股）。

周介明提起诉讼、 再升科技终止

增资的背后，一出并购引发的“血案”

已经上演，维艾普已经实质性关停，一

家行业内排在前列的真空绝热板

（

VIP

板）生产企业再难“生还”。 周介

明坚称，郭茂一手主导了系列交易，是

多轮交易的实际出资方， 旨在干翻最

大竞争对手。 郭茂、 杨兴志方面则反

击，二者相互独立无关联，亦均称被周

介明骗了。郭茂还表示，周介明以高额

业绩承诺引诱多轮投资者， 盲目低价

竞争才是拖垮维艾普的真正原因。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日前奔赴

苏州太仓、重庆等地，探访了维艾普厂

区，采访了周介明、郭茂、杨兴志助理

杨晨、再升科技董秘谢佳等人，试图梳

理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

探访：

维艾普已完全停工

维艾普位于苏州太仓城厢镇城区

工业园弇山西路

136

号， 公司厂区名

为宏大方圆产业园。 维艾普设立之初

的公司名称为苏州宏大方圆玻璃棉有

限公司， 因主要生产的真空绝热板简

称“

VIP

板”，谐音“维艾普”而更名。

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约

40

分钟

车程到达维艾普。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

者第一次到维艾普时已经天黑， 值班

的保安大叔较为热情， 让记者在值班

室坐下。 保安告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

者，工厂已经停工一阵子，政府方面安

排了保安公司值守， 防止有人外拉设

备。他说：“重庆的老板与周老板（即周

介明）有纠纷，双方没谈拢，我们在这

看着，谁也不能从厂区往外拉东西。 ”

保安认为买家是重庆的上市公司，并

不知道杨兴志等人的存在。

保安还透露， 维艾普在这里算是

一个大厂，有四五百人，和周边厂相比

工资也不低。但有一点，这里的工人年

龄偏大一些， 年轻人不太愿意干这个

活，会痒（指玻璃棉纤维刺激皮肤）。在

后续采访中， 周介明也对记者确认了

员工年龄偏大这一事实。

保安值班室中， 还留有少量员工

的快递包裹， 或是没来得及更改常用

地址。还有一份证券报略显醒目，保安

说是周老板订的。 从前面提及的多份

协议条款及后续采访中也可以看得出

来，周介明有一颗上市的心。

第二天早上，证券时报·

e

公司记

者围着厂区转了一圈， 透过围墙亦可

看出破败景象。厂区后面，是维艾普员

工宿舍楼和食堂。食堂已关，宿舍楼上

有少量的人。 正在干活的保洁员告诉

记者，维艾普员工都走了，楼里住的是

周围上班的人，老板娘租出去的。

上午， 周介明出现， 乘

7

座商务

车，有专职司机。亦有一名中年女士自

己驾车前来， 周介明介绍其为维艾普

原股东，十分关注事件的发展，也想看

一看公司现状。后续接触中，记者获知

该女士为严媛媛， 现为上海某基金会

的专项总监。维艾普早前公告显示，严

媛媛

2013

年底认缴出资

50

万元增资

维艾普， 在公司股份制改造前夕将该

部分出资额转让给了周介明。

周介明带领证券时报·

e

公司记

者查看生产车间，大量成品、半成品堆

积。 周介明说，停工非常突然，一下子

全停掉了，当时自己在家里。严媛媛也

说，太可惜了，当初红红火火的企业，

瞬间就停掉了。在机器旁边，周介明介

绍， 这是自己研发的生产线， 值几百

万、几千万一条，可惜得不得了。 严媛

媛补充，这个行业在国内没有先河，之

前的生产线也特别糟糕， 周总一点点

摸索设计出来的， 是可以替代进口的

设备。

在厂区中， 记者也看到了标注

“宣汉正原”字样的原材料包。 宣汉正

原，即再升科技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

微玻纤有限公司，之前也是维艾普最

大的原材料供应商，和重庆马谷的业

务相同。 照周介明的说法，重庆马谷

关停后，原材料多数从宣汉正原进行

采购。

周介明还控诉杨兴志等人转移维

艾普资产， 指的是产品的检测设备和

喷胶设备。 周介明说，维艾普原本有

6

台检测设备，搬走了

3

台，喷胶设备也

非常关键，别的地方没有，都挪到了迈

科隆。 杨晨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

认了搬走检测设备， 但称是在公司开

了会议取得同意， 且是在不影响维艾

普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搬走的。 周介明

后又称自己完全不知情。 由于车间内

已经断电，光线昏暗，证券时报·

e

公

司记者现场仅看到了一台检测设备，

未见到喷胶设备。

脉络：

多份协议错综复杂

各方对于相关协议的签署没有

异议，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通过多方

收集及验证，确定以下协议或事件的

存在。

2017

年

5

月

1

日，郭茂与周介明

等签订《投资意向框架合同》，郭茂指

定基金公司或投资公司以

1.3

亿元现

金收购维艾普

51%

的股权。 维艾普投

前估值

2.57

亿元， 对价参考

2017

年

前

4

个月财务数据（销售收入

9000

万

元，扣非净利润

800

万元）。当时，周介

明承诺，维艾普

2017

年

~2019

年扣非

后净利润不低于

2500

万元、

3000

万

元、

3500

万元， 而郭茂答应帮助其尽

快独立上市或并入上市公司。

该框架合同还约定， 在正式股权

转让协议生效后， 周介明承诺无条件关

停其实际控制的重庆马谷纤维新材料有

限公司（下称“重庆马谷”），将原棉导入

宣汉正原， 并保证在股权交割后每月向

宣汉正原采购干法原棉

500

吨以上。

2017

年

5

月

12

日， 西藏中盛与周

介明等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以

1.3

亿元收购维艾普

51%

股权。 西藏中盛系

郭茂指定的签约主体， 郭茂之女郭思含

拥有

44.78%

出资份额。这份协议对各个

事项进行了细化约定，是一份正式合同。

当天，西藏中盛支付

3000

万元。

2017

年

7

月

5

日，西藏中盛与周介

明等人签署《代持协议》，称由于维艾普

终止挂牌新三板程序所需时间较长，标

的股份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为提高效

率、简化操作，西藏中盛委托周介明等人

以其自身名义代持标的股份。 该协议签

署后，西藏中盛支付

6164.4

万元。 至此，

西藏中盛累计支付

9164.4

万元。

2018

年

1

月

16

日，西藏中盛又与周

介明等签署《合作协议》。 协议显示，由于

维艾普

2017

年扣非后亏损

700

万，周介

明等需支付业绩赔偿款

4654.93

万元，且

西藏中盛不再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1309.2

万元；由于维艾普《代持协议》签署后三

个月内未完成终止新三板挂牌， 周介明

等需支付违约金

3000

万元。 即，周介明

等应向西藏中盛支付业绩补偿款及违约

金

7654.93

万元。 由于无力支付，周介明

等人选择无偿转让股份进行补偿。

《合作协议》还约定，解除之前的《股

份转让协议》、《代持协议》， 签署股份转

让款

9164.4

万元转化为债权，借款期限

5

年，年利率

12%

，担保措施为周介明等

将所持维艾普

5367.55

万股质押给西藏

中盛。

周介明方面与卢文立之间的 《股份

转让协议》显示签署时间同样在

2018

年

1

月

16

日，周介明称此协议与上述《合

作协议》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署，郭

茂、再升科技、西藏中盛、卢文立则称实

际签署时间是在

1

月底。该《股份转让协

议》未实际履行，被后续杨兴志与周介明

等人的《股份转让协议》所取代。

2

月

5

日，再升科技与周介明等签署

《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公司拟以现金

1.35

亿元对维艾普进行增资，获取后者

45%

股

权。 周介明等承诺，维艾普

2018

年

~2020

年扣非后净利润应达到

2100

万元、

3600

万元、

4600

万元。 后续，再升科技向维艾

普借款

1200

万元、 郭茂受让再升科技享

有的维艾普近

6000

万元债权、 再升科技

拟缩减增资规模。最后在

8

月

17

日，再升

科技以维艾普实际经营状况发生了重大

不利变化为由终止增资计划。

3

月

31

日，杨兴志与周介明等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剔除签字页仅两页纸。

双方在此协议中约定， 周介明等将所持

维艾普股份转让给杨兴志， 价格

1.3

亿

元。

2500

万元在维艾普经营权交接完成

后支付

,3500

万元在股权转让完成工商

变更后支付，剩余

7000

万分三年收购周

介明之子周燕清所持迈科隆

25%

股权。

其后，杨兴志委派人员接管维艾普。

4

月

2

日， 杨兴志委托郭威办理涉

及维艾普经营权、管理权及证照、公章、

合同章、全部银行

U

盾等交接事宜。 在

当天相关会议签到表中， 接收方被写为

“再升科技出席人员”，具体包括郭威、胡

杨、严春琴、霍妍曲等。胡杨、严春琴曾在

再升科技工作， 霍妍曲时为再升科技法

务部工作人员， 现在亦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一职。其后，由于工资、社保、工龄买断

等一列问题，维艾普工人三次罢工，工厂

彻底停摆。

争执：

延续协议还是相对独立？

在周介明提起对郭茂、杨兴志、再升

科技等五方的诉讼之前， 西藏中盛已经

依据《合作协议》等申请了仲裁，杨兴志

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讼。 周介明

对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示，若截取单

个协议，自己将会败诉，但股权收购过程

是一个延续、关联的整体，只得将郭茂等

五方集体告上法院。

周介明认为， 正是郭茂一手主导了

系列收购， 先是指定其女儿参股的西藏

中盛与自己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后又介

绍杨兴志与自己认识， 杨兴志委派再升

科技人员接管维艾普经营权， 很自然地

认为他们是一起的。周介明称，郭茂就是

要干掉

VIP

板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打

死维艾普， 再升科技每年可增

1.5

亿元

的销售。

杨兴志助理杨晨表示，确实是郭茂

介绍二者认识， 但后续收购与此无关。

郭茂说法略有不同，称杨兴志、周介明

本就认识， 自己只是推荐了微信名片。

杨晨反问记者，委派多名再升科技背景

人员接管维艾普很奇怪吗？ 行业圈子就

这么大，投资后寻求专业人士帮助也是

通常做法。 郭茂回应，公司年轻人想要

去新的地方从不阻拦，杨兴志找来也不

好拒绝，也正好趁此机会看看维艾普的

真实情况，因为上市公司当时也有增资

的打算。

再升科技谢佳多次对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强调， 上市公司与维艾普仅有

增资框架协议，且已经决定终止增资，周

介明等人将公司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

向证券类媒体举报， 也是为了拉上上市

公司。谢佳表示，宣汉正原与维艾普是上

下游关系，不存在竞争，且和上市公司相

比，维艾普的体量非常小。

周介明还对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表示，经侦查看了资金流转情况，杨兴志

所付款项来自于郭茂， 自己的律师看到

了杨兴志的笔录， 杨兴志说只是找郭茂

借钱，否认收购与郭茂有关。这一说法自

然遭到郭茂及杨晨的坚决回击， 要求周

介明拿出切实证据来。

重庆马谷原本是为维艾普的原材料

供应商， 和再升科技子公司宣汉正原业

务相似。 生产玻璃棉纤维的一大成本是

天然气， 和太仓相比， 重庆具有低价优

势。周介明称，设立重庆马谷的考虑即在

于此。 重庆马谷系周介明实际控制，由其

亲信代持。 在最初的意向协议中，郭茂明

确要求周介明关停重庆马谷。 周介明称，

这是为了增加维艾普在宣汉正原的采购

量，关停重庆马谷是对价的一部分。

郭茂则回应， 重庆马谷是周介明洗

钱的工具之一，不关停就无法堵上“老鼠

洞”， 也就没办法投资。 郭茂举例，

2017

年， 维艾普在明知重庆马谷已停产的情

况下，仍预付该公司

1580

万元款项。 杨

晨提及维艾普另一家供应商道科包装，

他怀疑亦为周介明关联公司， 因为在这

里的薄膜采购价比其他供应商高出

20%

。

郭茂告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没

有必要搞垮维艾普， 自己还受让了再升

科技对其

6000

万元左右的债权，它正常

经营这笔钱才能拿回来， 再升科技也多

一个客户。 郭茂也评价了杨兴志，认为其

过于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把维艾普搞好。

杨晨也称，维艾普效率太低，接手后有信

心赚钱。

在采访最后， 周介明对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示， 自己已到绝境， 想要和

解。 郭茂亦半开玩笑地说，沟通的大门始

终敞开， 记者可以做个中间人。 杨晨表

示， 之前和周介明几次谈下来没什么进

展，更没有结果。

有了解该收购案的人士告诉证券时

报·

e

公司记者， 现在从账面上来看没有

赢家，郭茂方面投入逾

9000

万元，另有

借款

1000

多万元， 杨兴志投入了

2500

万元， 周介明收到的钱也用于回购其他

股东的股份，也没能拿到全部收购款。 该

人士同时表示，现在不方便多说，不知道

各位老板的真实想法， 事件远比想象中

复杂，一切尚无定论。

（实习记者王晓珊对此文亦有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