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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就连上市公司的股
权在淘宝上也可以轻松下单
了。

根据近日淘宝网挂出的
司法拍卖公告显示，焦作市中
级人民法院将于2016年4月
22日 10时至4月23日 10时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而拍卖
的标的则是上市公司焦作万
方的211216238股流通股，起
拍价约为18.7亿元。

而查阅焦作万方的股权
结构不难发现，这部分股权的
持有者正是其大股东西藏吉
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吉奥高投资”），而2.11
亿股的持股量占焦作万方全
部股权的17.56%。

其实，就在本月初，焦作
万方就曾对此次股权拍卖进
行了公告，而在此次公告中，
其大股东的名字前被加上了

“被执行人”的前缀。
不到两年的时间，吉奥高

就从新晋大股东变身为被执
行人，这一身份转换背后的原
因，正是源于“一纸协议”。

2014 年，焦作万方豪掷
17亿巨资，收购了吉奥高投资
旗下子公司万吉能源100%股
权。而吉奥高投资则用这笔
巨款受让持有焦作万方股票
的 5家基金，并增持近 95万
股，超过当时的第一大股东中
国铝业，一跃成为焦作万方第
一大股东。

对此，一位接近焦作万方
的人士告诉记者，通过“变相重
组”上位后，便与焦作万方协定

了“业绩对赌”协议，吉奥高承
诺万吉能源在 2014 年度、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净额分别不低于
3000万元、3.5亿元、5亿元、
8.2 亿元。如果低于承诺的
50%以下，焦作万方可以花1
元回购吉奥高持有焦作万方的
股份，并且分红也要全额返还。

然而2015年国际风云大
变，油价一跌不起。依靠油气
资源盈利的万吉能源也陷入
经营泥潭。当年10月的一则
公告显示，万吉能源不仅上半
年的净利润为负，并且在9月
末都没有获得任何勘探服务
费。这似乎与约定的“3.5亿”
元相去甚远，也就是说，承诺
的业绩变成了镜中花。

焦作万方想拿回股份，吉
奥高投资自然不情愿，于是双
方开始对簿公堂。2015年11
月，吉奥高投资开始先发制
人，主动起诉焦作万方，要求
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焦作
万方则提起反诉讼，要求吉奥
高投资全额返还股权转让资
金及利息。

根据判决的结果，吉奥高
投资需在2月15日前向焦作
万方返还 17 亿元，并赔偿
9846.07万元的利息损失。然
而日子过得苦的吉奥高显然
没钱。

而性子急的焦作万方自
然不愿意继续扯皮，没钱就拿
股权抵债，所以才会有如今强
制执行把大股东的股份拿去
拍卖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黎昀

“郑州有不少潜力项目，下
午我打算去实地看看。”4月15
日，在由郑州高新区挂牌公司服
务协会和全景河南路演中心联
合主办的“高科技企业直通全国
投资机构”路演会上，前来“选
材”的投资人胡浪涛这样告诉记
者。

据介绍，全景河南路演中心
是由高新区管委会联合深交所

创建，是路演中心、培训中心、金
融信息服务三位一体的公共平
台。

“目前郑州市挂牌上市企业
136家，挂牌企业总数在中部城
市中位列第二。”郑州市金融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州作为省会
城市，GDP体量大，但大型企业
不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其中
很大一部分是科技型企业。科
技型企业往往是轻资产运营，而
传统的企业贷款都是以资产做

抵押，这导致处于成长期的科技
型企业融资难，发展常遭遇瓶
颈。同时，目前郑州企业与资本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依然明显，投
资机构有资本，也有严密的价值
判断，需要好的企业和项目。而
中小企业难以找到担保，亟待遇
到伯乐。因此，为企业打造直通
天使投资、PE投资人的平台，显
得尤为重要。

他表示，目前郑州市已构建
了把握企业成长规律、增强挂牌

上市后劲的培育机制，完善了服
务企业挂牌上市的政策、资金、环
境、平台保障体系，形成了以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
性资本交易市场为主体的地方金
融体系。我省刚刚获批的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逐步
推出一系列利好政策，而政策的
主要受益者之一就是高新区。

此外，他还透露，目前郑州正
在申报国家促进科技金融试点城
市，下一步科技金融结合的试点

区域也是高新区，这将对区域内
的科技型企业形成双重利好。

“目前我们也与一些银行机
构达成初步意向，希望以高新区
为试点，以代、补、债等形式，和
投资方联动融资，进而促进科技
金融结合，提高资本市场开发利
用水平。”他解释道，未来全国知
名投资机构来郑州挑选投资企
业，可以申请金融机构支持，这
在全国还是一项创新举措，将鼓
励更多优秀投资人关注郑州。

事实上，对于焦作万方来
说，无论股权买卖结果如何，
油气与电解铝双行业的不景
气，显然让焦作万方更为头
疼。

就拿其之前重组一心求
转型从而进入的油气行业来
讲，受到近两年国际原油供应
过剩的影响，其市场开发能力
和盈利能力出现了极大的下
跌。

一位省内地炼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炼油企业普
遍资金吃紧，炼油厂开工不
足，而受到低油价的影响，无
论是上游勘探还是下游销售，
都受到极大影响。“说白了，原
油供应极高的情况下，炼油企
业宁可花费资金放在低价囤
油上，而不愿意放在油气勘探
等业务上，开工尚且不足，怎
么会考虑扩展业务。”

而从吉奥高投资股权的
拍卖公告上看，焦作万方似乎
仍要在铝业上做文章。对于
此次股权拍卖的接盘方，焦作

万方提出了几点要求，那就是
从事铝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制
造商，有较高行业知名度，销
量国内前五名，年产销不低于
50万吨，总资产不低于 300
亿，去年主营收入不低于150
亿，利润率不低于15%，品牌
具有影响力，信用评级不低于
AA。

以及成为股东后，要支持
公司向铝深加工业务延伸，进
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且必须
整体受让，不能拆分竞买，成交
后要一次性支付拍卖价款。

然而，如今电解铝行业的
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企业减产
为当前铝价的上扬提供了支
点，但多数行业人士对于电解
铝的走势看法并不乐观。有
色金属网一位人士就坦言，今
年的产能将集中于下半年投
放，将比2015年出现5%左右
的产能增长。“所以现在的铝
价表现只是前期关停效应的
显现，下半年的走势仍然并不
利好。”

而根据4月14日，焦作万
方公布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显示，其2015年度实现营收
46.58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1.26%；营业利润却亏损1.16
亿元，同比下降129.14%；净
利润仅1468.6万元，同比下降
95.88%。

其对业绩降低原因作出
了解释，因本期公司铝产品销
售同比大幅下降，且自发电量
同比减少，联营公司焦作煤业
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效益同比大幅下降，公
司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大幅
减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焦作
万方业绩快报金额是基于上
述拍卖成功核算的结果，若上
述拍卖流拍，按照公司会计政
策需要对吉奥高欠款计提坏
账准备，则预计公司2015年
度亏损约5200万元。

看来此次股权拍卖不仅
关系焦作万方未来的发展走
向，还与眼下的业绩挂钩。

从2013年中铝开始萌生
退意之时，焦作万方便进入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重组历程，如
今回望，其精彩、曲折如电影
般精彩。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电解铝
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由此中国
电解铝行业开始步入下行通
道。大环境下，中国铝业整合
焦作万方没有迈出一步，反而
在2010年焦作万方遭遇中国
铝业的大幅减持。当年9月，
中国铝业减持焦作万方2079
万股，占总股本的4.33%，套
现逾5亿元。

到了2013年5月2日，焦
作万方完成一次定增，以
10.64元/股发行近1.7亿股，
发行对象是5家基金管理公
司，而在7月24日，焦作万方
召开股东大会，将公司董事会
成员由9名增加到11名，使只
有5名董事的中国铝业失去
了实际控制人地位。更佐证
了中国铝业“隐退”之意。

而吉奥高此时就是以继

任者的身份登场的。
2014年4月，焦作万方宣

布停牌重组。两个多月后的6
月26日，焦作万方发布的《关
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并继续停牌的公告》，方揭
开此次长期停牌的谜底：焦作
万方与北京吉奥高石油技术
有限公司谋划重大资产重组，
但双方没有谈拢。

此次的失败并没有降低焦
作万方重组的积极性。在当日
公告中，其就称将改为以现金
方式，收购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吉奥高投资持有的万吉能源
100%股权。而新目标公司吉
奥高投资与原来的吉奥高石
油，法人代表为同一人。

2014年 8月15日，焦作
万方与吉奥高投资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随后吉奥高投资用
收到的巨款以每股8元价格，
受让了5家基金所持焦作万
方2亿股股票，之后增持近95
万股，比原第一大股东的中国
铝业当时所持股份多出 42
股，成为了第一大股东。也就

是说，焦作万方花了17亿买
了家公司，再让这家公司用这
笔钱回购自家股票，成自家大
股东。

之后就进入了路人皆知
的业绩对赌时间。而在洲际
油气作为焦作万方二股东“入
场”后，其股东大战则更加扑
朔迷离。

而如今看来，随着吉奥高
投资的股权被拍卖，焦作万方
又要进入新一轮的重组。对
于此次拍卖18.7亿的起拍价
来讲，较之焦作万方停牌前不
到6块钱的股价，2.11亿股的
股权溢价接近五成。

对此，焦作万方相关人士
表示，起拍价定价在18.7亿是
想收回大股东的17亿欠款和
9846.07万元的利息欠款，至
于五成溢价值与不值，各方对
公司价值判断的基本准则是
不一样的。

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公司
大股东将易主，其起拍溢价高
出近50%，似乎并不算多，这
在资本市场上似乎司空见惯。

焦作万方巨量股权现身淘宝拍卖
股权拍卖不仅反映了焦作万方重组历程的曲折离奇，更关乎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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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古筝 傅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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