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12日～18日 责编张翼鹏 美编 扈森E-mail: yipeng188@126.com报道·聚焦 A03

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
的兵”。眼下，东方银星又
换大股东了。

1月10日，东方银星发
布公告称，1月9日，公司股
东晋中东鑫建材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晋中东鑫）
正式与招商局漳州开发区
丝路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招新能源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新能源）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晋
中东鑫通过协议转让的方
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3072 万股转让给招新能
源。本次转让完成后，招新
能源将持有公司3072万股
股 票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24%；晋中东鑫将持有公司
股票1024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8%。

对此，东方银星方面表
示，股权转让完成后，原公
司第一大股东晋中东鑫，持
有公司股票的比例将下降
至8%，将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这次东方银星动作可
谓迅速。去年9月8日，东
方银星曾发布《公司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称筹划可能
涉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重
大事项。不过，仅仅19天
后的2016年 9月27日，东
方银星公告表示，此前筹划
的可能涉及实际控制人变
更的重大事项终止。而此
次从2016年 12月 31日停
牌筹划重大事项到宣布大
股东易主，不过短短10天。

而根据此次股份转让
完成后的股东持股情况显
示，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上海杰宇总共持股东方
银星31%的股份；而招新能
源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将持
有东方银星24%的股份；原
第一大股东晋中东鑫目前
持有东方银星8%的股份。

对于实际控制人的归
属问题，东方银星方面认
为，鉴于公司股权转让后的
股权结构以及相关股东属
于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
形，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公司暂时无法
确定新的实际控制人。

其实，自从2013年6月
开始，通过二级市场举牌进
入东方银星的豫商集团与
历任大股东的壳资源争夺
战从未消停过。

2015年8月，晋中东鑫
以29.94 元/股的价格从银
星集团手中接过了2679万
股东方银星的股权，成为其
大股东。入主不到1年半
的时间，如今一转手可谓收
获颇丰。

据记者了解，从收购到
后续增持，晋中东鑫付出的
总价不超过12.27亿元。而
这次，晋中东鑫转让股权给
招新能源的股价则是71.61
元/股，几乎是东方银星停
牌日12月31日收盘价的两
倍，总价达到了22亿。

仅卖掉24%的股权，就
赚了近10个亿，这买卖真
划算。

东方银星大股东“走马灯”
□本报记者 古筝

稀奇事年年有，今年似乎
特别多。由于去年下半年全
国房地产市场火爆，造成了全
国不少大中城市房价的大幅
攀升，于是，卖房保壳、冲业绩
也成为资本市场的“风景”。

2016年11月30日，*ST
新梅公告称，已完成新梅大厦
８层整层办公用房转让给鑫
兆房产的过户登记，转让总价
不低于1.5亿元。年报显示，
*ST新梅去年亏损1.12亿元。

在此前的9月份，就有不
少企业通过卖房粉饰业绩。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ST宁通
B，该公司拟出售两套北京房
产使业绩变得好看。据评估
公司评估，两套房产价值共为
2272.62万元，较账面价值增
值16倍。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
共有百余家上市公司加入到

“卖房”大军中来，房产转让价
合计超过20亿元，值得注意
的是，“组团卖房”的上市公司
多数其主营业务不是房地产。

这其中，也不乏河南公司
的身影。去年 12 月 5 日晚
间，焦作万方发布《关于出售
部分房屋和股票资产的公
告》，将对所处北京、上海、厦

门、佛山、成都等地共９处房
产 进 行 出 售 ，净 值 合 计
1242.6943万元。截至2016
年11月30日，这９处房产资
产评估值5298.46万元，评估
增值率326.4%。

在100多家卖房的上市
公司大军中，从确认房屋买卖
的收入来看，云赛智联卖的最

“贵”，含税高达约5.04亿元，
若扣除账面成本、因交易发生
的期间费用和相关税金后，确
认收益约1.86亿；从出售房
产的数量来看，东睦股份一口
气甩卖45套房产（包括22套
住宅房产和23套商业办公房
产）外加11个车位，该3处房
产虽未经评估，总面积达
3354.91平方米。

“为盘活资产，提高资产
运营效率”，这是不少上市公
司卖房时所用的表述，然而，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市公司扎
堆卖房，不仅传达出上市公司
主业经营困难，以致主业不够
副业来凑的信号，同时也表明
一些上市公司的命运越来越
被房地产“绑架”了。

也难怪，在国内上市公司
中，辛辛苦苦干一年，挣的还
不如卖套房的，数不胜数。

卖房子、卖股权、获补贴，大秀财技，只为增厚业绩

河南上市公司“花样”备考
核心提示 | 虽然离上市公

司公布年报的最终期限还有3
个多月，但一部分“沉不住气”
的企业早已发布了业绩预告，
尤其是那些披星戴帽面临“被
劝退”的差生，又是习惯性扭亏
为盈。

其实，面对每年一度的大
考，不少上市公司从数月前便
未雨绸缪，炒房卖房，倒腾资
产、大收红包，一大批花样秀财
技的背后，目的只是为了增厚
业绩，只不过有的是为了顺利
上岸，有的则只是给投资人一
些安慰。

□本报记者 古筝

摘星去帽靠补贴还是靠业绩？

家长对于孩子的成绩可谓操
碎了心，马上就要年终大考了，尽
可能补充“营养”，尤其是那些身
子弱的、学习差的，更要“大补”，
在资本市场也大致相仿。

1月4日，*ST中特发布了
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
计2016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400万元到1000万
元，对于这家面临退市风险的企
业来讲，不啻为一个天大的好消
息。

然而，就在去年10月份，根
据*ST中特披露的《2016年第三
季度报告》，预计2016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还是
为，“亏损10000万元～12000万
元”。

公开资料显示，*ST中特前
三季度单季业绩分别为-2121万
元、-2756万元和-4076万元，这
也意味着，只有第四季度盈利超
过1亿元，似乎才能填上前三季度
9000万元左右的亏空，但就其行
业现状看，这似乎并不现实。

于是政府补贴就再次发挥了
重要作用。其公告显示，2016年
10月份，*ST中特收到财政部拨
付的棚户区改造补助资金5978

万元，该笔补助资金属于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2016年度
营业外收入。

不难看出，一笔近6000万元
的补助资金，能够填上一大半的

“窟窿”。
然而，对于*ST中特而言，政

府“输血”只是贡献了一半力量，
要彻底摘星去帽还需自身“想办
法”。

这相比于之前银鸽投资的两
次保壳，可谓小巫见大巫。2012
年全年3.67亿元的政府补贴，使
得当时已经“披星戴帽”的银鸽顺
利扭亏。而2015年，超过2亿元
的政府补贴又使*ST银鸽顺利上
岸。

除了面临保壳危机的，还有
不少上市公司也在年末大收红
包，为业绩扮靓添彩。一直以来，
新野纺织一直是拿补贴大户，难
怪有投资者戏称，其每十条公告
之中必有一条是关于补贴的。

其1月6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其子公司宇华纺织、孙公司锦域
纺织以及阿克苏新发棉业在近期
收到新疆当地各级政府关于出疆
棉纱运费补贴以及贷款贴息等名
目的补贴共计9544.7万元，将被

确认为上市公司的营业外收入。
此外，豫光金铅也在近期收

获了政府红包，去年12月30日，
其公告称收到了4笔政府补贴，
涉及增值退税、企业发展资金、重
金属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等方面，
共计超过2100万元。

而仅仅不到一个星期，其再
次公告，一笔济源市财政局拨付
的760万元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专
项资金于去年12月28日到账，用
于公司含锌铜渣料资源综合利用
和冶炼废气重金属污染物深度治
理项目。

这也就意味着，仅仅一个星
期的时间，豫光金铅就收到了超
过2800万元的政府补贴。除了
这些补贴大户以外，佰利联、莲花
健康、洛阳玻璃等企业近期也收
到了数额不等的政府补贴。

其实，政府补贴早已成为资
本市场上的一道奇景，越到每年
的这个时候，各种政府红包就越
来得猛烈。据同花顺提供的数
据，仅今年1月4日当天，就有17
家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政府补
助，金额共计4.18亿元。

卖资产成为扭亏捷径

*ST中特之所以信心满满宣
布扭亏，除了拿到近6000万元的
政府补贴之外，还在于其在资产
处理方面玩起了闪转腾挪。

去年12月5日，公司公告与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南方资产）拟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双方约定公司将所持有
的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财务公司）7000万股股
权中的5000万股转让给南方资
产，本次拟转让的5000万股的账
面价值为5286万元，拟转让价格
为12023万元，预计增加当期收
益6737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12
月1日，披露的公告显示，该部分
股权之前是准备转让给民生物流
的，但是未能通过民生物流的临
时股东大会。

此外，*ST中特也拟转让其
所持石晶光电股权。当然，这
6737 万元的转让收益以及近
6000万元的政府补贴，足以使得

*ST中特扭亏。
除了*ST中特，*ST神火是

另外一家面临退市风险的河南上
市公司。同样是在1月4日，*ST
神火也发布了2016年度业绩预
盈的公告，称2016年度，预计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00万元～40000万元”。相
比于其2015年度16.7亿元的亏
损，可谓天壤之别。

公告显示，*ST神火预计煤
炭板块全年可实现利润总额5.53
亿元，与上年同期亏损3.89亿元
相 比 ，增 加 9.42 亿 元 ，增 幅
242.25%；预计铝产品板块全年可
实现利润总额12.78亿元，与上年
同期亏损 9.72 亿元相比，增加
22.50亿元，增幅231.49%。

由此不难看出，煤炭、电解铝
行业的回暖，对于*ST神火的扭
亏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资产转让
收益同样贡献颇多。

其在业绩预盈公告中披露，
“为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

量资产，公司协议转让所持郑州
天宏工业有限公司70%股权，通
过本次股权转让，将产生投资收
益64071.09万元”。

而轴研科技同样是一家靠着
卖资产扭亏的河南上市公司，其
在去年的三季报中曾预计，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6500 万元～
-5500万元”。

然而，1月 10日，其发布的
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
则将这一数字修正为“0～3000
万元”。

之所以由负变正，原因很简
单，那就是去年12月，轴研科技
完成了向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
整体转让高铁轴承相关业务，该
交易事项产生收益9958.42万元。

据其表示，“包括该交易事项
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在内，预计
2016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
润的影响金额为10800万元左右
（未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炒房、卖房成为新的财技展示
近期部分河南上市公司收获补贴金额
（2016年12月份以后公告显示）

名称 补贴金额(单位:元) 

*ST中特    5978万 
新野纺织 9544.7万 
豫光金铅 约 2860万 
佰利联 150万 
华英农业 约 704万 
莲花健康 1449万 
洛阳玻璃 4364.7万 
�（据不完全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