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李雪峰 编辑：汪云鹏 2019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公司 Company A7

Tel:(0755)83531713

亨通光电董事长钱建林回应质疑：

股份公司和集团间的资金往来清清楚楚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款对象与亨通光电的定增对象之间存在
密切关系的质疑。 据了解，2017 年参与
亨通光电定增的投资者包括上海普罗股
有限合伙）和亨通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光电实控人崔根良。 钱建林对此解释称，
两者均没有与共青城亨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等亨通集团其他应收款
客户发生除出资以外的其他资金往来。
“
我们也反复澄清，集团是集团，上
市公司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钱，集
团是不可能碰的。 ”钱建林称，亨通集团
跟共青城亨通等公司之间，只是注册的
钱是集团出的，其他就没有任何资金往
来了。
钱建林还表示， 亨通光电跟集团之
间的资金往来， 是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的，之前公司做了定向增发，又做了可转
债，“
所有的文件资料我们都向相关部门
递交好几遍，也核查了好几遍，否则证监
会也不会让我们定向增发。 ”
钱建林向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表
示，“
我们的澄清公告， 每一个字都是负
法律责任的。 ”

因一篇网络质疑文章， 亨通光电
（
600487）5 月 13 日开盘跌停，市值一
天内蒸发逾 44 亿元。
对于这篇文章， 亨通光电曾发布
澄清公告， 表示与凯乐科技之间的预
付款业务属正常的商业往来。 公司董
事长钱建林在接受证券时报·e 公司
记者采访时强调，“
亨通光电和集团间
的资金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 ”

涉密项目
需提前付款订购原材料
亨通光电是苏州明星企业， 就在
过去的几天里， 有人发文质疑公司
2018 年预付 33 亿元给凯乐科技开展
贸易业务的合理性。 对于一直顺风顺
水的亨通光电来说， 这是公司首次面
对这样的质疑。
“
我们在澄清公告中也说了，这项
业务属于正常的商业往来。 同时这项
业务扣除成本后，2018 年实现净利润
6732.2 万元，也符合商业逻辑。 ”钱建
林称，公司在 2016 年下半年拿下了某
央企专网通信设备的涉密订单， 并委
我们能获得这
托湖北凯乐科技代工，“
个订单， 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研发能
力， 对方需要我们提供的是量子通信
设备， 国内在量子通信设备领域实现
产业化的企业，其实没几家。 ”
对于将订单交给凯乐科技加工的
原因，钱建林解释说，双方此前就有业
凯乐科技有时会买我们
务上的往来，“
生产的光通信上游产品， 再加上凯乐
科技也是上市公司， 彼此之间有一种
信任关系，所以我们拿到订单后，就选
择凯乐科技来代加工。 ”
事实上， 对于为何要向凯乐科技预
付高达 33 亿元，不少投资者感到不解。
“
就是因为生产量子通信设备所
需的原材料， 大部分都由央企客户指
定了采购方。 ”钱建林解释称，因为涉
密产品的重要级别非常高， 所以该央
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选择也有明确要
求，“
这不是我们公司能决定的， 但我
们不便对外多讲。 ”
钱建林进一步表示， 采购的这些
原材料都是专门订制， 需要提前付钱
过去。 否则万一亨通光电不要这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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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对方就会遭受损失，“
而这体现
在亨通光电的账面上， 给人的感觉就
好像是产品还没卖出， 就预付这么大
一笔钱。 ”钱建林强调说，亨通光电并
非一次性支付 33 亿元现金，“
我们只
是分期分批付了承兑汇票。 ”

巨额预付合规性
已详细说明
对于 33 亿元承兑汇票的合理、合
规性，钱建林强调，相关问题在公司发
行可转债时已经详细说明过， 当时相
关部门予以认可：“
具备商业合理性，
属于正常交易。 ”
据介绍， 承兑汇票付给凯乐科技
后， 凯乐科技再将钱付给指定的原材
料供应商，“
实际上凯乐科技也没拿到
这笔钱。 ”钱建林表示，凯乐科技相当

于是一个承兑汇票的“
中转站”，除扣除
加工费外， 大部分钱都支付给某央企指
定的原材料供应商。 打个比较形象的比
喻：凯乐科技相当于“
富士康”，但这个
“
富士康” 加工产品所购买的关键部件，
都是客户指定的。
“
亨通光电的采购一般都是对方发
货后，我们在三个月内付钱。但唯独这项
业务是先预付款。 ”钱建林坦言，有人因
此会想入非非，“
觉得我们把钱拿出去，
转一圈又回到集团， 觉得大股东把这个
钱掏空了。 ”他强调，亨通光电的这种业
务模式在公司发行可转债时已作了详细
的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包括某央
企给监管机构出具的专项说明。

对澄清公告负责
网上有声音称， 亨通集团其他应收

网络质疑文章初期署名为 “
夏草”，
疑似知名财务专家。 文章发布后，亨通光
电辗转找到了“
夏草”本人，即原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财务专家郑朝晖， 但他表示
这篇文章不是他所写。
“
我们认为有些文章明显是不了解
公司实际情况，大家可以到公司调研，可
以看我们的财务报表， 也可以跟我们财
务经理沟通，而不是片面地发布信息。 ”
钱建林称，亨通光电的技术进步，很多都
代表了国家的技术进步。
他说， 目前亨通光电在行业里处于
领先位置， 并且在全球十个国家都有工
厂，“
在国际化上公司以每年 50%的速度
在增长。 ”据介绍，公司的海洋电力电缆
订单已排到明年 5 月份。
钱建林从 2001 年股改时就开始担
任亨通光电总经理， 后来又担任亨通光
电董事长。 他表示，虽然亨通光电的负债
率并不是行业最低的，“
但我们创造的效
益是高于同行的， 最近我们也没有资金
压力。 ”
此前的公告还显示， 亨通光电参与
这也充
了云南联通的混改， 钱建林称，“
分说明了各方对我们的认可。 ”

天合光能获科创板受理
预计融资3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5月 16 日晚间， 上交所网站披
露， 天合光能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
得受理， 目前科创板总受理企业共
110 家，已问询企业 86 家。
成 立 于 1997 年 12 月 的 天 合
光能注册地址位于常州市新北区。
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
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业
务包括光伏产品、光伏系统、智慧
能源三大板块。 光伏产品包括单、
多晶的硅基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光伏系统包括电站业务及
系统产品业务；智慧能源包括光伏
发电及运维服务、智能微网及多能
系统的开发和销售以及能源云平
台运营等业务。
公司在境内的可比上市公司包
括亿晶光电、协鑫集成和东方日升，
境外可比上市公司则有晶科能源、
阿特斯太阳能和晶澳太阳能。
本次公司预计融资 30 亿元，
拟投向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
地宜君县天兴 250MWp 光伏发电
项目，晶硅、太阳能电池和光伏组
件技改及扩建项目，研发及信息中
心升级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上市标准选择的是标准（
四），即：
预计公司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30 亿
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
民币 3 亿元。
财务数据显示，2018 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50.54 亿元，实现净利润
5.56 亿元。 2016 年-2018 年公司研发
投入占比分别为 5.46%、4.6%、3.86%。
此前， 天合光能曾进行过境外
上市主体的建立及拆除：具体来看，

实控人为防爆仓违规占资
安通控股收警示函
证券时报记者 孟庆建

平煤神马集团再冲A股 旗下两公司同启IPO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旗下已拥有平煤股份、神马股份、
易成新能 3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中国
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平煤神马集团”），再度启动对
（
资本市场的布局。

两子公司同时IPO
5 月 16 日晚间，中原证券发布公
告称， 公司当日与平煤神马集团在河
南省平顶山签署了 《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资产证
券化等多方面展开合作。
在股权融资方面， 双方约定平煤
神马集团附属公司可在沪深交易所主
板、 中小板、 创业板或科创板首发上
市，也可在香港联交所首发上市。双方
共同筛查平煤神马集团有上市意向的
附属公司，由公司组织进行初步尽调，
对具备上市可行性的公司， 进行上市
前的辅导。
同时在上市公司再融资方面，中
原证券将对平煤神马集团上市子公司
财务和经营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并制
定各自具体的股权再融资方案， 经平
煤神马集团同意后组织实施。 具体方
式包括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和
发行优先股等。
在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时，据
媒体报道，16 日平煤神马旗下河南硅
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硅烷
科技”）、 河南神马催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下称“
催化科技”）的 IPO 启动
仪式也同时举行。
硅烷科技 2016 年挂牌新三板，主
要从事电子级硅烷气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公司挂牌以来，业绩呈快速增长
状态。2016 年、2017 年，公司分别实现

营收 5101.9 万元、9023 万元； 净利润
239.45 万元、654.3 万元； 净利润同比
增长 132.56%、173.25%。
据硅烷科技发布的 2018 年年报，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 亿元，同
比增长 52.58%， 净利润 885.86 万元，
同比增长 35.39%。 截至 2018 年末，平
煤神马集团持有公司 35.3%的股份，为
第一大股东， 平煤神马集团控股子公
司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 32.74%，为第二大股东。
此外，工商信息显示，催化科技成
立于 2016 年，注册资本 6125 万元，经
营范围主要是催化剂的生产、销售、研
发及回收利用等， 平煤神马集团持股
比例为 51%。

资产证券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 随着煤化工行业盈利情
况回暖， 平煤神马集团的资产证券化
步伐也在稳步推进。
早在 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
集团董事长梁铁山就对外表示， 集团
将依托旗下 3 家上市公司，把煤焦、尼
龙、 新能源新材料 3 个核心产业资产
分别装入平煤股份、神马股份、易成新
能，推进整体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完
成后预计 80%的下属企业可实现上
市。同时，通过吸收合并、股权置换、股
权转让等方式， 积极与优秀民营企业
合资合作， 使没有上市的企业实现产
权多元、混合所有，试点推行管理层和
骨干员工持股。
2018 年末， 平顶山市政府出台
《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推进企
业上市工作“
121 行动计划”的意见》，
将利用 3 年时间， 力争使平煤神马集
团新增 3 家上市企业， 再培育 5 家以
上上市辅导企业。

截至目前， 平煤神马集团除拥有 3
家 A 股上市公司外，还拥有 7 家新三板
挂牌公司，包括硅烷科技、河南电气、中
平自动、矿益股份、天成环保、神马华威、
天工科技。
16 日晚间中原证券公告显示，除股
权融资方面的合作外， 公司还将根据平
煤神马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主体评级情况和融资需求，为
其制定债权融资方案， 经平煤神马集团
同意后组织实施。同时，平煤神马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适合证券化的资产包括但不
限于应收账款债权、 租赁债权和供热供
电收费权等，公司将通过筛选、分析，向
平煤神马集团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
款 ABS、 供应链金融 ABS、 租赁债权
ABS、供热供电收费权 ABS 等资产证券
化融资方案。
此外， 中原证券将基于平煤神马集
团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领域和发展需
求， 利用公司积累的资本运作经验和资
源，为其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为平煤神马集团及其附属公司设
计并购重组和市场化债转股方案， 寻找
合适的标的资产，提供尽职调查等服务，
助力平煤神马集团打造成为国内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产业集团。
在产业基金方面， 中原证券将围绕
平煤神马集团在焦煤、化工、新能源新材
料、环保等业务板块发展规划，共同发起
设立产业基金， 助力其相关业务发展壮
大，发掘并培育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待
产业基金所投资产成熟后， 将由平煤神
马集团相关板块的控股上市子公司通过
定向增发股票、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
式并入上市公司。

旗下资产装入上市公司
除新增上市企业外， 平煤神马集团

也正将旗下重要资产装入上市公司。
4 月 15 日，易成新能披露的重组报
告书草案显示，2019 年 4 月 12 日，上市
公司与平煤神马集团等 15 名交易对方
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
下称“
开封炭
素”）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57.66 亿元。
平煤神马集团拟通过以其持有的
开封炭素 57.66%股权认购易成新能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易
成新能的股份。 在本次收购前，平煤神
马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0.02%的股
份，其一致行动人大庄矿公司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 0.37%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
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
48.4%的股份， 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
变化。
资料显示， 开封炭素是一家主要以
生产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为主的高新技术
企业， 易成新能主要从事高效单晶硅电
池片、负极材料、金刚线产品的生产与销
售，节能环保、太阳能电站运营等业务。
而易成新能是专业从事太阳能晶硅片、
半导体线切割刃料研发、生产、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 太阳能光伏行业重要的功
能性材料供应商。
如若此番资产注入顺利实施， 平煤
神马集团将改善旗下上市公司资产盈利
能力欠佳的问题。
2017 年、2018 年， 易成新能净利润
分别亏损 10.24 亿元、2.95 亿元。 2019 年
一季度，公司再度亏损 626.32 万元。
据公告，平煤神马集团承诺，开封炭
素在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将
不低于 7.34 亿元， 开封炭素在 2019 年
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承诺净利润数累
计不低于 14.16 亿元， 开封炭素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承
诺净利润数累计不低于 20.9 亿元。

天合开曼为天合光能原境外上市主
体， 系天合光能为境外上市融资于
2006 年 3 月 14 日在开曼设立的特
殊目的公司。 天合光能实际控制人
高纪凡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
的 BVI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天 合 开 曼 。
2006 年 4 月，天合开曼收购境内天
合有限 100%股权，完成了红筹构架
的搭建及在中国境内的返程投资，
并于 2006 年 5 月完成 4000 万美元
的境外私募融资， 用于公司扩大生
产经营。
2006 年 12 月 19 日，天合开曼
的美国存托凭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正式挂牌报价交易。 2015 年 12 月
12 日，天合开曼董事会收到以高纪
凡为首的买方团提出的初步非约束
性私有化要约。 2017 年 3 月 24 日，
天合开曼完成私有化交易， 同时停
止其 ADS 在纽交所的交易，正式从
纽交所退市。
在境外退市完成后， 天合开曼
进行了一系列重组， 将与天合有限
（
天合光能前身）主营业务相关的主
体重组至天合有限框架下。 2017 年
12 月，天合有限变更为天合光能。
股东结构方面，公司现有全体
股东均为公司发起人，其中高纪凡
持有公司 20%股份，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其余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为盘基投资、 兴银成长、宏
禹投资、 融祺投资及当涂信实，分
别 持 有 18% 、17.69% 、6% 、5.1% 和
5%股份。

安通控股 5 月 16 日晚披露称，
收到黑龙江证监局警示函， 公司存
在两方面违法问题， 包括为实控人
提供资金及担保。
两行为均未履行法定的审议程
序,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黑
龙江证监局决定对安通控股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记入
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 要求公司在
5 月 31 日向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

为防爆仓
实控人违规占资
日前，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下称华普天健） 对安通控股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财报显示，2018 年安通控股实
际控制人、原董事长、原法定代表人
郭东泽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累计达 24.76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仍 未 归 还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11.31 亿元。 报告期后，郭东泽及关联
方仍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合计本金及
利息 4.05 亿元。直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占用方才归还全部占用资金。
据悉，郭东泽本期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是为了避免由于股票质押爆仓
而导致公司实控权变更， 至 2018 年
末控股股东郭东泽及关联方郭东圣股
权质押比例分别为 91.48%、89.08%。
此外，郭东泽未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以安通控股名
义与安某签署了《
保证合同》，为其
个人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 涉及金
额 2 亿元。
因上述两问题， 华普天健对安
通控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以及否定意见的《
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此后，5 月 9 日，
安通控股收到了上交所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问
询函共提出了 11 项问题。

其中，就实控人占用 24.76 亿元
资金问题，上交所要求安通控股列表
披露报告期及期后公司借出的每一
笔金额、借出时间、归还时间、对方名
称、利息及利率等，同时与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相对比，说明利息计算是否
合理，同时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原因。
就郭东泽以安通控股名义违规
签署《
保证合同》为其个人的债务提
供连带担保问题， 上交所要求公司
补充披露上述违规担保事项的产生
原因及具体情况， 并补充披露目前
案件的进展情况。

持股遭多轮冻结
郭东泽存在违规资金占用情形
的同时， 其持有安通控股股份也全
部遭到冻结。
5 月 16 日， 安通控股公告，郭
东泽等与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涉及标的金额为 1 亿元的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 被法院轮候冻结其持
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冻结期限 3 年。
此前的 5 月 10 日， 郭东泽因与
安某涉及标的金额为 2 亿元的贷款
担保合同纠纷一案，被法院轮候冻结
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 冻结期限 3
年。此前，5 月 9 日郭东泽及郭东圣所
持股份还新增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安通控股表示， 目前正在核实
郭东泽及郭东圣所持有的股份被司
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 由于二
人所持有的股份为限售流通股，预
计目前对公司的控制权暂不会造成
重大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
理产生直接影响。
郭东泽归还了上市公司资金，
但其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可能仍未得
到解决。 2019 年一季报显示，公司
其他应收款项目由 16.57 亿增加至
21.65 亿， 安通控股将这 5.08 亿其
他应收款的增长归集为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