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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3日，银鸽
投资“披星戴花”。

当日，银鸽投资发布公
告，“根据有关规定，河南银
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年3月23日停牌一天，
3月24日起复牌交易。根据
有关规定，公司2010年发行
的‘ST银鸽债’将于2015年
3月23日起连续停牌”。

事实上，这个结果，市场
上早有预期。

3月21日，银鸽投资发
布公告，2014年，银鸽投资
亏损6.9亿元。

而早在1月20日，银鸽
投资就发布公告，“预计
2014 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
大额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亿
元左右”。

由于银鸽投资2013 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这也意味
着在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银鸽投资股票将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也就是ST。
如果2015年继续亏损，则银
鸽投资即符合“连续三年亏
损即退市”的条件。也就是
说，它2016年就有退市的风
险！

在这之后，这一提示性
公告被银鸽投资反复发布了
三次以上。

3月24日，银鸽开盘即
封跌停板，在交易时间再未
打开。

银鸽投资堪称中国资本
市场的活化石，自1997年4
月 30日上市起，这个“草浆
造纸第一股”，几乎“犯齐了
资本市场上所有能犯的错
误”。银广厦、凯地系、方正
系，张海、李友等众多后来在
中国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又
折戟江湖的资本玩家，都能
与其扯上关系。

1997年，银鸽投资上市
之初，曾经“找了100多个会
计连夜做假账”，在成功包装
上市圈到钱之后，银鸽投资

上演了“被钱烧死”戏码。
2001年，银鸽投资发布

公告，称其通过委托理财,累
计投入1.3亿元,以平均每股
35元以上的高价,全部用于
购买“银广厦”股票。当年，
凯地系入主银鸽投资，这个
官司几乎让张海、李友、谢宁
三个人声名狼藉，此后，他们
一提此事就“心情不愉快”。

一年间，银鸽投资换了
三任董事长。

2001年12月，杨松贺任
银鸽投资董事长，当时，银鸽
亏损已经2.3亿元。

这个儒学博士上任后在
银鸽第一生产基地的墙壁
上，写了两行字：“银鸽的员
工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爱
你们。”

随之，银鸽有了一系列
“海底捞式”的管理制度，比
如说，银鸽每逢两年隆重举
办“银鸽儿女接受父母检阅”
的活动；比如说，银鸽从
2004年开始坚持每年中秋
节开展为员工父母邮寄月饼

活动；再比如说，银鸽曾经有
制度，直系亲属生病，员工可
申请带薪陪护假期……

从2001年~2010年，银
鸽的确在高速增长，但随着
经济形势的变化，亦显现疲
态。

2011年，银鸽集团整体
转让给河南煤化。河南煤化
许诺“五年之内将非煤资产
注入银鸽”。之后，杨松贺团
队全线撤离，银鸽投资再度
陷入亏损。

2012年年底，银鸽第一
生产基地土地被政府收储，
换来的是2.43亿元的政府补
贴。当年银鸽共收到政府补
贴3.33亿元，但净利润仅仅
1650万元！

但政府补贴救得了一
时，救不了一世。

2013年，银鸽投资巨亏
2.8亿元，2014年，亏损扩大
到6.9亿元，“披星戴花”的命
运终未避免。

在银鸽发布“退市警示”的次日，1
月21日，银鸽投资即大涨3%以上，随
后，该股的走势令市场瞠目结舌。

从 4.58 元一直走到最高的 6.11
元，即使是正式“*ST”之后，依然收在
5.44元，远高于同期的大盘涨幅！

A股市场“炒重组”的习惯，在银
鸽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被“绯闻”忽悠
了多次的投资者，一腔痴心并未改变。

而*ST银鸽的行为，亦为这种预期
“助阵”。

2015年2月25日，银鸽发布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公告，拟以3.54元/股的
价格，向大股东银鸽集团，增发不超过
15亿元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具体用途为：计划使用
45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
剩余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偿还公司借
款，偿还金额不超过105000万元，公
司将根据到期先后顺序及资金成本高
低的原则偿还公司借款。

此公告一出，市场应声大涨。
银鸽2011年~2013年末资产负

债 率 分 别 为 ：61.60% 、71.46% 、
73.23%，高于造纸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的平均水平，并呈逐年上升趋势。本
次定增完成后，银鸽资产负债率将下
降至62.29%，资本结构将得到有效改
善，财务状况得以优化。

但市场的火热反应，绝不是简单
的“财务状况优化”可以解释。

一位资深分析师对记者解读到：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银鸽指望从经营
上扭亏并不容易，但现在大股东定增
进来15亿的资金，即使是仅仅补充流
动资金，利息负担每年也会减轻1亿
元，若再辅以优化经营结构等等，则在
今年很可能有望扭亏。如果是2015
年能够扭亏，那么即使戴着ST的帽
子，也可以申请摘帽，而退市的风险，
至少在两年之后的2017年了。

而两年间，银鸽或许已经重组
了。"

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漯河市
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市场的看
法并不相同。

2015 年 3月 20日，银鸽发布公
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3 月20 日
收到漯河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
知，漯河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3 月1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1%。本次减持前，漯河市发展投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票
4129277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减持后，漯河市发展投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票
3129277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9%。

至此，漯河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自2014年 8月 26 日至2015年
3 月1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3990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84%。

次日，银鸽投资发布年报。
3月23日，银鸽投资停牌。
3月24日，银鸽投资变成“*ST银

鸽”。
一位投行人士对银鸽重组的看法

是，“在现阶段，哪怕注册制实施的相
当一个时期，上市公司的壳还是有价
值的，何况银鸽投资的股权分散，即使
在增发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也仅仅
30%左右。但银鸽重组的最重要问题
是国有资产的问题，如果把造纸资产
置出，价值几十个亿的国有资产怎么
解决？这应该是市场上最大的顾虑。”

即使市场期待的重组真的会到
来，“银鸽”两字，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存
在。

“尽管银鸽投资的经营
不好，但它资产注入的绯闻
特别多，每当你绝望的时候
行情就来了，当你刚有点希
望的时候行情又走了。”一位
持有银鸽投资多年的老股民
对记者说，他经历过银鸽投
资涨至13块钱的“盛况”，也
承受过银鸽投资跌至3块多
的煎熬。

的确，从2010年起，银
鸽投资就不断传出“资产注
入”的绯闻，“绯闻女友”跨越
传媒业、采掘业……

2011年初，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当时为河南煤化集
团）入主银鸽投资，并且承
诺，将银鸽集团或银鸽投资
打造成资产和销售均超过百
亿企业，并且待时机成熟时，
将向银鸽投资注入除煤炭业
务外的拟上市资产。资料显
示，河南能化集团除煤炭以
外的资产还包括化工、金融、

装备制造、物流、有色金属、
建筑、电力、水泥等。

在市场看来，银鸽投资
将很快取代永煤集团成为河
南能化集团的上市平台。受
此影响，银鸽投资一路走强，
并于2011年 5月11日升至
最高的13元/股。根据2010
年银鸽投资每股收益仅0.4
元来看，投资者给予公司325
倍的PE。显然，投资者看中
的正是河南能化集团入主后
银鸽投资的美好未来。

之后，银鸽投资原管理
团队全面退出银鸽投资，河
南能化集团空降管理团队进
驻银鸽投资。市场对此表示
了热烈的欢迎，事实上，几年
间，河南能化集团对银鸽投
资的动作，屡屡被市场上解
读为：注入资产先兆，股价多
次掀起波澜。

但事与愿违，2014年 5
月的一次股东大会上，当大

股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抛出
将注资的时间从2015年之
前推迟到2019年之前的议
案时，立即引来了超过700
位散户的反对票，其所持股
票数为5063.9621万股。不
过最终这个议案还是因为二
股东漯河发投公司投了赞成
票而涉险通过。

“资产注入也需要条件，
河南能化这几年，非煤产业
的盈利并不好，就是要注入，
证监会也很难通过”，一位知
情人对记者说，“河南能化对
银鸽投资的态度，比较现实
的是先保住壳。”

但保壳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如果2016年银鸽投
资继续亏损，按照相关规定，
银鸽投资就达到了“退市”的
条件。而从目前银鸽投资的
经营情况来看，大规模扭亏
并不现实，显然，扭亏，还要
靠“重组”。

曙光似乎在最绝望的时
候显现出来了。

2014年9月24日，在省
管企业深化改革试点工作启
动会上，河南省国资委选定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安钢集团、河南
投资集团、河南航投公司、郑
煤机集团、洛阳单晶硅集团、
河南国控集团等8户企业担
负第一批改革试点任务。

而作为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旗下的上市平台，银鸽投
资亦跻身“混改概念股”之
列。

2014年年底至今，股市
大涨，“壳资源”又重新昂贵。
以3月24日*ST银鸽收盘价
而论，该股市值仅有44.9亿
元，应该说，是价格比较适当
的“壳”资源，也正因为这个
原因，尽管1月26日的公告
后，“戴星”已成定局，但银鸽
的股价，依然波澜不断。

变身“*ST银鸽”，重组绯闻不减
银鸽投资发布公告称：根据有关规定，银鸽投资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银鸽投资“资产注入”绯闻

□本报记者 刘方 文图

银鸽投资“披星戴花”

多次被忽悠 痴心未改变

*ST银鸽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