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 参与资产证券化近况
银鸽投资（600069）
大有能源（600403）
平煤股份（601666）
神马股份（600810） 子公司登陆新三板
易成新能（300080） 放弃定增
安彩高科（600207） 完成定增
豫能控股（001896） 资产注入
同力水泥（000885） 定向增发
郑煤机（601717） 并购重组
安阳钢铁（600569） 放弃定增
大地传媒（000719） 放弃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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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型的当下，国有企
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艰巨，资产
证券化加速推进，显然与改革的
急迫性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市场
能否给予支持，仍需观察。

“去年1400多家上市公司参
与重组，资产重组规模达一万亿
元，虽然获得监管部门审批的并
没有那么多那么快，但是，几千亿
元的股票要在2016年解禁流通，
可以想像会对二级市场造成多大
的压力。”肖玉航分析。

“如果未来几年，每年均有上
万亿元的国资实现证券化，资本

市场会支持吗？”事实是，对此持
保留态度的专家不在少数。国家
国资委研究中心一位专家在接受
媒体时说，本轮混改十分强调资
本市场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国还
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
因而混改在资本市场上推进需要
尽快改进、完善资本市场的各项
制度。

对此，上述省国资委人士强
调：“河南国资证券化是由企业根
据市场环境来把握证券化节奏，
这些都是企业自主的行为。”

不过，对于个体理性导致的

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却是现
实商业中常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导
火索。

“对于眼下弱势的二级市场
来说，虽有监管部门的呵护，仍然
反弹得步步惊心，市场的谨慎正是
处于弱平衡状态的原因，一旦出现
新股发行过量、重组审批过快等供
大于求的问题，市场再次探底并非
不可能。”市场观察人士表示。

显见，如果国资证券化要看
市场脸色，那么，重组的节奏就难
以如愿，资产证券化率的规划指
标就难以如期实现。

河南国资证券化提速
10余家资本平台已经走在资产证券化路上，资产证券化成为当前供给侧改革中的一道风景

□首席记者 李传金

○资产重组动作频频

河南国企改革静水深
流。河南国资的版图正在
迁移，由资产到资本，国资
证券化成为通道与平台。

“河南国资证券化正在
稳步推进，成熟一个，推进
一个。”4月19日，河南省国
资委企改处处长王贵昭告
诉记者。政府布局的背后，
利用资本平台开展的资产
证券化进程加紧推进。

4 月 19 日，神火股份
（000933）停牌，由于连续两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
润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实施“风险警示处
理”，公司股票将被“挂星”。

ST对于神火股份来说，
当然是压力。不过，从另一
个角度看，神火股份资产重
组的预期可以期待。毕竟，
没有上市公司不愿意维护资
本市场紧俏的“壳资源”。

如果说神火股份作为
地方国企资本平台的重组
还需等待，那么，河南国企
10余家资本平台或已经或
正在走在资产证券化的道
路上，正成为当下供给侧改
革中的一道资本风景。

4月8日，停牌近4个月
的郑煤机（601717）复牌。
郑煤机以22亿元的价格收
购了贝恩资本旗下的亚新
科部分资本，从而实现了从
煤矿机械主业的生产，转型
到汽车零部件生产，强化了
国资的盈利能力。

除了资产重组之外，直
接 IPO也成为河南国资证
券化的方式。

3 月 29 日，神马股份
（600810）控股子公司平顶
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

“神马华威”，证券代码
“836171”。资料显示，神马
华威的主营业务是生产尼
龙及其他塑胶改性切片，产

品主要以增强、增韧及阻燃
系列为主，广泛应用于电子
电器、军工、铁路、汽车、纺
织、农业等领域。

定向增发的模式更是
资产证券化的常规模式。3
月 19 日 ，安 彩 高 科
（600207）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证监会批准，做大做强
资本平台的努力迈出了实
质性一步，也帮助郭台铭如
愿成为入主安彩高科的第
二大股东。去年10月，安
彩高科披露了定增预案，公
司拟以6.36元/股的价格向
富鼎电子和郑州投资合计
定增1.73亿股。其中富鼎
电 子 将 持 有 安 彩 高 科
17.04%股份，富鼎电子的背
后控制人为台湾首富郭台
铭。

资产注入更是国资证
券化的主渠道。控股股东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
在有序把旗下资产置入上
市公司豫能控股平台之中。

3 月 1 日，豫能控股
（001896）发布《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拟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公司控股
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97.15%股权、鹤壁丰
鹤 发 电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50.00%股权，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
买投资集团持有的华能沁北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35.00%
股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378050.35万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除了
以上国有资本平台的资产
重组之外，国企资本平台易
成新能、同力水泥、安阳钢
铁等，近期也都有资产重组
的案例，而银鸽投资、大有
能源等资本平台的资产重
组也将发生。

●资产证券化主战场

事实上，地方国企改革进入
了全面加速期。

记者梳理来自资本市场的数
据显示，截至4月13日，共有55
家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因为“重大
事项”停牌，较2月底的37家有
显著增加，其中有34家停牌原因
明确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另有
20家企业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或其他重大事项。地方国企上
市公司资本运作节奏明显加快，
国资证券化潮流涌动。

“《意见》提出河南国资改革
有着明确的目标，到2020年，河
南国资重组有两大目标，一是混
改率提升到80%以上，资产证券
化率提升到60%以上。”王贵昭
介绍。他所指的《意见》是《中共
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来自媒体报道，截至4月11
日，全国至少已有25个省出台国
企改革方案，资产证券化、重组调
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清理“僵

尸”企业等均成为各地的工作要
点，其中更有上市公司直接点名
被列为重组重点。

记者留意到，资产证券化，提
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是各地的重
要改革任务。从年初的地方两会
开始，包括上海、广东、山东、江
西、江苏、吉林在内的20余省市
明确了国有资产证券化率目标，
普遍定在50%以上。

事实上，资本市场早已掀起
并购重组浪潮。公开数据显示，
2015年上市公司公告了1444次
并购重组事项，有数据披露的并
购 事 件 共 涉 及 交 易 金 额
15766.49 亿元，而 2014 年全年
公告了475项重组事件，披露交
易金额 2306.29 亿。从数据来
看，2015年并购重组事件的绝对
数量、绝对金额都呈现出突飞猛
进态势。这其中，地方国企并购
重组是一大亮色。

“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并不是
仅仅并购重组，还包括直接IPO、

整体上市、借壳、资产分拆、登陆
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式，河南在
国资证券化过程中，采取的是‘因
企制策’的思路，根据企业的产业
发展方向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环境
等条件，自主决策何时实施资产
证券化。”王贵昭表示。

“根据全国国企改革的方向
与目标，可以预期，未来五年国企
大重组、转型、整合，仍是上市公
司并购的主要力量。”河南九鼎德
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
理肖玉航分析。

肖玉航介绍，在目前A股所
有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国
资委、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中
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等上
市公司总计多达1010家，占A股
所有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一以上。
从估值角度来看，国企指数（大部
分成分股都是国企）的市盈率低，
从估值或运营的角度而言，均有
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必要，目
的是提高效率及企业价值。

●资产证券化动力何在？

河南国资证券化率偏低，提
升证券化率任重道远。

“整体看，河南国有资本平台
少，A股市场仅仅10余家，要担
负起河南国资证券化率的提升任
务远远不够。”河南省国资委一位
人士表示。

当然，从全国来看，目前国有
资产的资产证券化率不到30%，
均呈现出证券化不足的现象。

那么，为何地方国企改革的
抓手与平台，大都指向了上市公
司，实现资产证券化呢？“答案在
于国企改革必须有外来资本的注
入，才有可能搅动国企资产布局的
产业，而实现资产的证券化，不仅
提高了资产估值，更重要的是打通
了资本流通的渠道，提高了国资的
投资吸引力。”肖玉航认为。

记者观察到，河南国资布局
的领域分布在公共服务领域，包

括水、气、热供应与公共交通等行
业；基础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比如重要矿产资源、重要的
原材料以及“铁公机”等；当然，在
服务领域内的金融、物流业等，还
有在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等领域均有布局。

“到2020年，全省80%以上
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重要行业和优
势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
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
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国有资
本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和企
业逐步退出。”这是《意见》提出的
国有资产布局的目标。

国资布局的公共服务领域以
及战略新兴产业，对于资本来说，
亟待提升吸引力，如果想引来更
好的资本关注，做大国企，只有上
市一途最具效率。

“事实是，国企的资产证券化
与地方政府密切相关，从国企改
革的任务来说，政府有动力盘活
国有资产，实现混改的突破，从另
一个角度看，近年来，政府的投资
公司投资参股了不少地方国企，
也有动力来推动国企上市。”一位
不具名上市公司人士给记者分
析。

“如果国企的资产证券化达
到50%以上，按2015年全国50
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来说，未来几
年将有十万亿的国有资产进入资
本市场。”肖玉航表示。

在上述省国资委人士看来，
“未来国有资产的监管，将实现从
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管
资本必须有相应的国有资本经营
体制的建立，实现国资的证券化
正是转变国有资本监管方式的前
提。”

●仍需市场平衡

河南部分省级国有资本平台
实施资产证券化现状（不完全统计）

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