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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注意到，根据森
源电气2015年4月22日发布
的《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收购北京东标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55%股权的公告》，
该公司收购森源东标55%股权
的转让价格为15529.75万元。

但是，缘何同样的股权，再
次转让价格降为 13144.96 万
元，前后相差2400多万元？

森源电气有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该公司2015年 10月
29日发布的《河南森源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东标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55%股权的
补充公告》，会计报表合并日
（2015年 7月 31日）之前森源
东标的损益由原股东承担，后
根据测算，周继华代表原股东
承担损益2100万元，森源电气
据此调减了对森源东标投资的
初始成本2100万元。截至本
次交易前，森源电气对森源东
标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3429.75万元。本次公司转让
森源东标55%股权的转让价款

总额为 13144.96 万元，包括
55%股权的价值11284.96万元
及公司应获得的利润补偿
1860.00万元。

记者注意到，根据评估机
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咨询报告》，截至
2016年6月30日，森源东标账
面净资产为-8093.33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0518.10万
元，55%股权价值为11284.96
万元。如果按照去年4月双方
约定的成交价格到如今的评估
价，森源东标55%股权缩水超
过4000万元。

森源电气认为，两次交易
价格均主要依据收益法评估、
分析确定，差异的原因主要在
于，前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4年9月30日，本次交易的
价值咨询基准日为2016年6月
30日，相隔期间较长，在本次交
易基准日，森源东标电气经营状
况未能达到前次评估时的预计
收益，因此价值分析结果低于前
次评估价值。

森源电气1.5亿并购资产转手
森源东标连续亏损业绩未达标，森源电气决定将其降价卖给母公司森源集团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核心提示 9月14日、9月20日，森源电气接连发布《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公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称将控股子公司北京森源东标电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东标）55%股权，协议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一年半前，这一被寄望成为森源电气新的盈利增长点的并购，缘何遭遇反转？

业绩不达标 森源东标55%股权转让森源集团

2016年9月13日，森源电
气与森源集团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将持有的森源东标55%
股权协议转让给森源集团，股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144.96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
有森源东标股权。

令人关注的是，森源东标
系去年4月份由森源电气并购
而来，距今不足一年半时间。

2015年4月21日，森源电
气与自然人周继华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拟以15529.75万元
的价格收购其持有的北京东标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标公司）55%股权。

当时森源电气表示，一方
面，这是贯彻执行“大电气”的
发展战略，拓展产业链条的重
要举措，交易完成后，能够与森
源电气形成优势互补，同时在
产品销售、生产制造方面形成
良好的协同效应，并快速成为

森源电气新的盈利增长点。另
一方面能使森源电气尽快进入
变频调速领域，获得其长期积累
的技术经验和运行数据，缩短公
司进入该领域的时间成本。

但是，并购完成后，森源东
标业绩并未实现预期目标。

按照2015年4月双方签订
的相关协议，交易对方承诺
2015～2017 年东标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1500万元、2100万元和
2940万元，并将对未能实现部
分予以补偿。

事与愿违，森源东标业绩
并未达标。本报记者注意到，
2015 年森源东标营业收入
2128.69万元，净利润亏损1.48
亿元，与当时承诺的2015年实
现1500万元净利润之间有1.6
亿元的差距。尽管2016年全年
有2100万元净利润的业绩承
诺，但上半年森源东标实现营

收1790.42万元，净利润仍亏损
1345.48万元。

对于这一转让的目的，森
源电气的解释是“为调整和优
化公司业务结构”。森源电气
表示，自收购森源东标以来，受
下游行业影响，其经营状况未
达到预期目标。为了集中精力
发展公司优势产业领域，进一
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高资
产运营效率，公司拟将持有的
森源东标股权转让给森源集
团。

在此之前的2015年6月10
日，因森源东标生产经营需要，
森源电气曾向森源东标以现金
形式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此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的
财务资助，用于东标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根据森源电气与森源
集团、森源东标约定，森源东标
将最迟于2016年9月30日前偿
还完毕上述资金及利息。

经营状况未达预计收益
交易股权价值缩水4000万

日前，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召开内部干部大会宣布，马富
国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
记。换帅后的河南能化首先要
面对的是2016年上半年净亏
损34.58亿元，有息负债总额超
过1300亿元。

据悉，马富国在河南能化
集团的第一个班子会上提出

“找资金”“求改革”“稳员工”三
项策略来破题河南能化发展瓶
颈。其中，资金问题是盘活各
项改革的重中之重。

“如果能成功拍卖银鸽投
资，河南能化的资金账面将会
好看很多。”据河南能化一位知
情人士介绍，不久前河南能化
刚刚成功发行30亿元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期
限5年，利率6.68%。上述两大
举措，对于当前继续资金盘活
资源的河南能化来说可谓“及
时雨”。

然而，稳定资金流只是第
一步，怎样提高盈利能力、压缩
过剩产能和调整产业结构才是

“治本”。

9月12日，在河南能化集
团周一调度会上，马富国再次
表示，经济形势近期有了一些
好转，部分煤种的价格在持续
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河
南能化的首要任务和重要机
遇；去产能方面，要关闭多对矿
井，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完成后
会进一步提高人均效率；去库
存方面，要降低产品库存，减少
资金占用；去杠杆方面，要降低
融资成本，防范财务风险；补短
板方面，采取契约化管理。

记者从河南能化内部人士
处获悉，前不久，河南省有关领
导在河南能化调研时曾经指
出，要进一步吃透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精
神，要求经营主体一定要能够
面向市场独立核算，做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同时要积极引
进战略投资者，以科学高效的
管控模式促进分兵突围。

未来，在清理过剩产能、安
置分流员工、混合所有制改革
等方面河南能化将怎样突围，
也将引来更多的关注。

５年联姻，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蜜月期，最终劳燕分飞

河南能化30.8亿“放飞”银鸽
□本报记者 傅豪 文图

核心提示 | 被誉为“草浆造纸第一股”的银鸽投资５年前联姻世界五百强河南能化。然而，5
年过去了，银鸽与河南能化似乎都未从联姻中得到实惠，双双陷入亏损。如今，河南能化更是
公开对外甩卖银鸽集团全部股权。

底价30.8亿 河南能化“放飞”银鸽

银鸽投资9月26日晚间公
告，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河南
能化)拟对所持的公司控股股东
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称银鸽集团)100%国有股权
进行公开转让，转让底价为30.8
亿元。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将于2016年9月27日公开
发布《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据悉，此次产权转让行为
已经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截
至2016年5月31日，标的企业

资产总额为27.45亿元，负债总
额为4.91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22.54亿元；2016年1至5月份，
标的企业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
润为314.36万元。

而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拟发布的《国有产权转让
公告》期限为2016年9月27日
起20个工作日。也就是说，截
至2016年10月27日17时，若
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
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
式确定受让方。

公告显示，本次转让意向

受让方或其实际控制人须为在
中国境内注册设立的合法有效
存续３年以上的企业法人，最
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无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同时，意向受让方
应与河南能化及其成员企业无
任何关联关系。

事实上，2016年5月24日
晚间，银鸽投资就曾发布关于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确认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河南能化拟转让
控股股东银鸽集团 100%股
权。至此，河南能化与银鸽集
团长达5年的“姻缘”宣告终止。

双双亏损 终至“劳燕分飞”

记者注意到，2011年 1月
11日，银鸽投资发布股权划转
提示性公告，漯河市人民政府
与河南煤化集团协商达成意
向，拟将漯河市财政局持有的
银鸽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
给当时名为河南煤化集团的河
南能化。

此后，银鸽投资曾发布公告
显示，河南煤化集团在签署《股
权无偿划转协议》时承诺，逐步
将该公司所持除煤炭业务外的
部分其他业务划入银鸽集团，

“十二五”期间，力争将银鸽集团
或银鸽投资打造成资产和销售
均超过百亿的企业，待时机成熟
时，将向上市公司银鸽投资注入

除煤炭业务外的拟上市资产。
然而，5年来银鸽投资终未

等来承诺的资产注入，业绩也
一年不如一年。数据统计显
示，2011年，银鸽投资净利润由
上一年度盈利3395万元，下滑
到巨亏2.2亿元。2012年公司
扣非之后净利润亏损2.7亿元，
但凭借政府补贴的3.7亿元，成
功实现了扭亏。此后的 2013
年、2014年，银鸽投资分别亏损
2.8亿元和6.9亿元。2015年公
司在主营业务继续亏损的背景
下，再次依靠合计超过3.6亿元
的政府补贴保壳成功。

不只是银鸽投资日子难
过，作为河南“煤老大”的河南

能化，也面临着去产能、止亏损
的窘境。自2012年下半年以
来，国内煤炭价格大幅度下跌，
煤炭企业亏损面逐步扩大，受
制严峻的行业形势，河南能化
陷入亏损泥潭。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上
半年，河南能化净亏损34.58亿
元，有息负债总额超过1300亿
元。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大有能
源和银鸽投资，位列河南74家
上市公司亏损前三，其中大有
能源亏损9.6亿元。

“河南能化‘一煤独大’的
局面一直没有改善，非煤产业
的盈利也不好。”河南能化一位
知情人士称。

河南能化 三策“破题”发展瓶颈

银鸽投资近期股价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