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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机构

中国本土机构首获

罗马尼亚上市保荐牌照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截至当地时间

4

月

8

日， 布加

勒斯特证券交易所 （罗马尼亚的主

板证交所） 官方正式公布上海楚丞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布加勒斯特证

券交易所的上市保荐机构（

Autho－

rized Advisors

）。

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官网公

布的上市保荐机构公示清单页面显

示， 楚丞资本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

斯特证券交易所自

1882

年营业至

今百年以来批准的首家中国上市保

荐机构（

Authorized Advisors

），同时

也是罗马尼亚官方批准的唯一的注

册于中国本土的上市保荐机构。

有业内人士表示，罗马尼亚作

为欧盟国家，其主板证券市场受到

欧盟相关证券法规统一监管，具有

相当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监管水

平，此次楚丞资本获得牌照，开拓

了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范围和选

择，具有重要的意义，或为中国企

业登陆欧洲资本市场创造历史性

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楚丞资本

已多次率先获得其他证交所类似牌

照，并创造了众多成功上市案例。

楚丞资本创始人李厚海表示，

楚丞资本团队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创

新和开拓的战略， 公司将在未来致

力于获得更多新牌照和提供更多创

新服务，让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更广

泛的资本市场选择。 楚丞资本在境

外上市领域拥有大量成功案例，积

累了丰富经验， 对于中国成长期企

业的上市及其股权融资的各种问题

与挑战有足够的经验与专业的解决

方案。

罗马尼亚属欧洲国家， 首都是

布加勒斯特，经济以工业为主，机械

制造、石油化工、石油提炼、电力、钢

铁等较重要，轻纺工业也较发达，计

算机尤为发达， 拥有世界第一的防

病毒企业———

BitDefender

（它拥有

世界最大的病毒库）。 近年来，罗马

尼亚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经济

增速居欧洲前列。

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证券交

易所（

Bucharest Stock Exchange

）前

身是成立于

1839

年的布加勒斯特

商品交易所，后于

1882

年正式营业

并于当年实现交易。 交易所提供可

进行交易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权

益、债券、基金、结构性产品和期货

合约等。

2015

年

3

月

27

日， 布加勒斯

特证交所宣布加入联合国可持续证

券交易所倡议，成为该倡议第

19

个

会员。 目前在罗马尼亚经济领域举

足轻重的很多公司都已在该交易所

上市，如

OMV-

佩特罗姆石油公司、

罗马尼亚天然气公司、 国家核电公

司、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产权基金、

兴业银行下属的罗马尼亚发展银

行、 特兰西瓦尼亚银行以及金融投

资公司等。

近年来， 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

所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年增速超过

12%

。 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数据

显示，近年来，购买在罗证券市场上

市股份的投资者， 投资收益率明显

高于其他东欧或西欧国家。 分析人

士认为， 罗股市火爆主要得益于加

入欧盟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

楚丞资本国际业务负责人关平

表示， 楚丞资本国际业务团队将以

此次获得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证券

交易所的牌照为契机， 努力为中国

企业搭建海外上市的桥梁和平台，

以提供更加多层次、 全方位的国际

资本市场解决方案为使命， 助力客

户紧握国际资本市场机遇， 实现业

务跨越发展。

董事人选谁说了算？ 安徽霍山农商行股东大会起争执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刘筱攸

“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存在明显重

大瑕疵”、“股东提名董事权利被随意

剥夺”、“年度分红未落实”……安徽霍

山农村商业银行（简称“霍山农商行”）

股东与管理层积累的系列矛盾， 终于

在

3

月下旬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上爆发，双方的摩擦仍在继续。

霍山农商行第一大股东近期向管

理层发出质询函， 认为银行股东大会

召开未通知全体股东， 召集程序严重

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管理层随

意删减、忽略了股东的合法诉求，剥夺

股东就重大事项表达意见、 参与经营

的权利。

对于股东反映的问题， 霍山农商

行董事长彭先海回应： 股东大会召开

程序不存在问题， 同时不良率高企是

经济下行之下中小银行遭遇的普遍问

题， 不良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是因

为真实反映了不良资产情况。

不平静的股东大会

霍山位于安徽省西部、 大别山北

麓。 霍山农商行前身为霍山农村合作

银行，

2015

年改制为安徽霍山农村商

业银行，注册资本约

3.2

亿元。

股权方面，霍山农商行股东众多，

股权较为分散。有别于其他银行，霍山

农商行前十大股东有多达

4

家是农商

行，分别为马鞍山农商行、阜阳颍东农

商行、 安徽定远农商行和安徽旌德农

商行。其他股东方面，舒城县长城工贸

公司和安徽文峰置业并列第一大股

东，均持股

7.86%

，安徽安雅外语教育

有限公司持股

6.29%

。

3

月

22

日， 霍山农商行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包括董事会、监事

会工作报告、

2018

经营层工作报告以及

选举新一届董事和监事等

12

项议案。

然而，股东大会开始不久，就有股

东接连提出质疑， 使得股东方与霍山

农商行经营层矛盾公开化。

在该行董事长彭先海宣布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相关流程后， 第一

大股东文峰置业的委托律师即称：“作

为股东方， 我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存在异议和重大瑕疵， 既不合法也

不合规。 ”

“开会前

4

天，我才无意中从普通

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要开股东大会。”文

峰置业董事长李先生说， 如此重要的

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居然是通过微信

方式通知， 极不正规地发送到下面基

层员工手机，而非正式地发函通知，且

明显不足

20

天。

根据公司法以及霍山农商行的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的召开， 董事会应

当将召开时间、 地点及审议事项于会

议召开

20

日前通知各股东”。 李先生

表示，此次

3

月

22

日的股东大会的通

知明显仓促，不符合法定程序。

当天股东大会上， 另一家股东代

表安雅集团对分红等事项提出质疑：

“

2017

年的分红方案股东大会通过后，

已经进入

2019

年了，现在还没有下文，

没有进展也没有管理层的书面说明。 ”

“

3

月

22

日召开股东大会，我们

肯定按程序告知了股东，

3

月

7

日在

官网公告是迟了几天（至

3

月

22

日召

开股东大会，即时间为

15

天），但是早

在

3

月

7

日前， 已在银行大厅张贴纸

质通知公告过，时间约有

21

天。”霍山

农商行董事长彭先海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

董事候选人之争

当日股东大会上， 董事候选人

的问题也成为股东与管理层的争议

的焦点。

“此次股东大会要选举新一届的

董事， 我希望能够在大会召开前获得

股东大会的召开内容以及新一届董事

人选等详细资料， 一再催促农商行董

事长彭先海，可他根本不予理会。我都

不知道我到底还是不是股东。”李先生

还表示， 文峰置业作为持股比例并列

第一的股东， 曾在去年提出一名董事

人选， 霍山农商行也曾问他要过人选

的征信报告等详细资料， 可是最后这

一提名在没有任何书面理由的情况

下， 莫名其妙地在股东大会提名名单

上消失了。

根据霍山农商行的公司章程，董

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依照法

律法规和本行章程规定向股东披露董

事候选人详细资料， 保证股东在投票

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我就纳闷了， 这董事的人选，

到底是股东提呢， 还是董事长一个

人说了算？ ”李先生表示，“我认为董事

会剥夺了股东的提名权， 并且故意不

事先提供股东大会的详细资料， 仅在

22

日当天才把所有大会详细资料及新

一届董事名单予以披露， 这是明显地

压缩股东了解详情的时间， 剥夺股东

们的知情权。 ”

彭先海向记者解释， 关于文峰置业

的董事提名权， 董事会下设的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其实提名过，“私下解释是相关

监管机构要求我对董事候选人名单进行

调整，但也没有给出文字性材料。 ”

“我并不是要恶意剔除他们。 ”彭先

海表示，“作为董事长， 我肯定希望更优

质、更有实力的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对

银行战略决策和长远发展有利。”他称霍

山农商行前几任董事长在

2013

年、

2014

年间和文峰置业有合作， 双方在

100

多

万的租金上有分歧。

彭先海也在当天的股东大会上做出

了类似表示：“文峰置业欠我们贷款

3000

万，欠我们房租

100

多万，不讲诚信。 ”

此举也加剧了双方矛盾。 文峰置业

表示双方并无贷款往来， 且租金问题已

解决，公司

2015

年参与霍山农商行的改

制已可证明。 “彭先海的说法，对文峰的

声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还给原告造成

了经济损失”。 为此，文峰置业已经向霍

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彭先海个

人公开致歉。

昆仑健康违规股权处置望告成

引入3家无关联新股东，所占股比50%，尚待监管批准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险企违规股权处置陆续取得进

展。近日，昆仑健康披露公告引入

3

家

新股东， 其认购新股份数量对应

5

家

违规入股股东合计股数， 所占股比达

50%

。 这一股权变动还需通过监管批

准，之后，已历时一年多的违规股权处

置工作才有望完成。

从

2017

年底以来，被原保监会处

置违规股权的险企共有

5

家， 目前多

数已取得进展。 其中，利安人寿、华海

财险的处置工作已完成， 君康人寿也

已引入新股东， 长安责任保险部分违

规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处置工作

较复杂。 昆仑健康的违规股权处置工

作近日有了进展。

昆仑健康注册资本约

23.42

亿元，

在当时有

14

家股东。 被撤销增资入股

的

7

家股东中，尚为昆仑健康股东的有

5

家，包括福信集团、深圳市宏昌宇企业

管理咨询公司、 深圳市正远大科技公

司、深圳市泰腾材料贸易公司和深圳市

正莱达实业公司。

5

家合计持股

11.71

亿股，对应股权比例合计达

50%

。

昆仑健康最新公告显示， 该公司

3

月

28

日举行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引

入

3

家新股东， 新股东以认购新股份

方式入股，合计股份数量

11.71

亿股，

正为被清退入股的

5

家股东所持股份

数，占公司总股数的

50%

。

其中， 晋城福盛钢铁公司认购

49091

万股，深圳市中装建设认购

35000

万股，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公司认购

33000

万股， 认购价格均为每股

1.5

元。

这

3

家公司入股后持股比例分别为

20.96%

、

14.95%

、

14.09%

。 其中，晋城福

盛钢铁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3

家新股东声明， 投资昆仑健康的

资金为合法自有资金，并且公司、公司实

际控制人与昆仑健康其他股东、 投资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股权代

持或其他安排。

对应股东的变化， 昆仑健康的高管

阵容也已有所不同，

2019

年以来加入两

位新高管。其中，公司临时负责人林乐于

3

月加入公司，曾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平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任职。

霍山农商行

2018年增收不增利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刘筱攸

中国货币网披露，

2017

年上半年，

霍山农商行营业收入

1.67

亿元，净利润

0.18

亿元，但未披露

2017

年业绩情况。

那么，

2018

年业绩如何？ 证券时报记

者了解到， 在

3

月

22

日霍山农商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相关管理层透露的《霍山

农商行

2018

年度经营层工作报告》显示，该

行

2018

年增收不增利，实现营业收入

4

亿

元，同比增长

7.23%

，利润总额

2511.8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138.6

万元；净利

1836.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16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霍山农商行不良贷

款余额

2.6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5.7%

；贷

款拨备覆盖率

100.62%

， 较上年下降

59.34

个百分点。

2018

年

2

月，银保监会

相关文件要求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监

管要求为

120%~150%

，而农商行不良贷

款率需要控制在

5%

以下。

不过，彭先海表示，不良率升高主要

是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经济下行经营

上可能会有些问题， 但这不仅是我们的

问题，很多中小银行机构都这样”。

彭先海解释， 行业平均不良率低于

霍山农商行，“可能是因为它们没有真实

反映不良的情况，而霍山农商行

5.7%

的

不良率是真实反映了贷款五级分类中不

良资产情况， 预计今年上半年会将不良

处置到位，风险逐步降低。 ”

对于增收不增利和拨备覆盖率低于

监管要求的问题，彭先海解释，收入逐年

递增、 净利润出现下滑是因为赚取的利

润用于消化不良贷款等资产， 同时也造

成没有更多的利润提取拨备，“今年我们

盈利后应该会逐步提高拨备覆盖率，明

年应该就能够达到监管要求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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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民商创科

(1632.HK)

披露了

2019

年股东特别大会决议公告， 审议

通过了收购民商智惠股权等相关议案，

民商创科将从控股股东手中收购民商

智惠的

50%

股权， 至此民商创科首笔

重大资本运作正式敲定。

据悉， 民商创科是民生电商成立

后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上市平台， 民商

创科原名膳源控股， 为港交所上市公

司，

2018

年被民生电商收购，后易名为

民商创科， 因民生电商强大的股东背

景， 这一上市平台的资本动作一直备

受期待。

民生电商

CEO

芦胜红表示， 本次

民商创科收购民商智惠

50%

股权完全

符合民生电商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后期

还将注入或并购更多资产，民商创科未

来将会达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

民商智惠作为民生电商业务板块

的核心部分， 成为率先并入民商创科的

资产并不意外。在民生电商“金融创新”

+

“场景服务”的战略规划中，民商智惠一

直承担着核心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尤其是场景服务方面，民商智惠过

去几年充分发挥自身业务优势，针对金

融等行业在变革中所产生的场景需求，

通过场景输出，实现与相关行业客户的

共享， 为自身金融创新提供滋养和孵

化，并将牵引通讯、人力、供应链等集团

其他业务共同发展，成为了民生电商业

务增长的核心引擎。

作为国内较早切入金融机构转

型，能够提供科技、运营、供应链一体

化等电商场景服务的机构之一， 民商

智惠不仅拥有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电商

科技平台， 同时拥有丰富的供应商资

源、特殊品类自营及特殊渠道营销。 截

止目前， 民商智惠合作银行超过

20

家，包括中国民生银行、南京银行、晋

商银行等，其合作银行数量和规模，均

领先行业。

在外界看来， 本次民商创科收购

民商智惠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资本运

作， 此举一方面可以让民商智惠获得

上市公司的资本管道加速发展， 另一

方面也让民生电商体系上市资产的业

务版图更加完整和透明， 加速业务优

化升级。

目前， 民生电商业务覆盖电商、金

融、科技、物流、供应链等多个领域，拥

有民商智惠、民生易贷、瑞服科技、民熙

物流、民商科惠、民商惠小贷等多个业

务实体，服务近百家金融机构、数千家

中小企业， 累计服务民众超过

3000

万

人，是国内同行业中为数不多的领军企

业之一。

(CIS)

民商创科首笔重大资本运作敲定

收购民商智惠50%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