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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物
在深交所成功挂牌上市

称：智慧海派）内部股东精心编织的造假大网在 A 股市场上并不多见。

经核实，智慧海派为了完成业绩对赌，进行了有组织的业务造假，形成一条

龙造假链条。2016 年至 2018 年间，智慧海派通过“虚构业务”累计形成虚假收入

69.02 亿元，虚假利润 25.74 亿元，并在商用业务中虚增收入和利润 4.04 亿元。

证监会下发问询函后，2020 年 1 月 21 日，航天通信发布了上述核查公告。

查询航天通信公告可以看到，2015 年 3 月，归母净利润亏损近 2.5 亿元的

航天通信，以 10.65 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智慧海派 51% 的股权，并同时设置了业

绩对赌协议：智慧海派承诺，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智慧海派实际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2.5 亿元、3 亿元、3.2 亿元。

如果只看财务报表，智慧海派如期完成了业绩承诺：2016 年至 2018 年，

航天通信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472.15 万元、1 亿元、2.1 亿元，其中，智慧海派净

利润分别为 2.44 亿元、3.56 亿元、4.03 亿元。智慧海派顺利完成业绩承诺，并

支撑了航天通信的主要业绩，彼时航天通信向外界发布了“公司已扭亏为盈”

的公告。

骗局败露，始于 2019 年 10 月智慧海派的银行债务逾期，公司员工工资数

月未发，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当时智慧海派的逾期债务本

金约为 5.6 亿元。

虚构业务、虚构研发合同、虚增收入是智慧海派造假的主要手段。

本是一起响应国家军民融合号召的收购，没成想终令研发导弹的央企走

向退市。

1 月 8 日晚，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航天通信或 *ST 航

通 股票代码：600677）公告称，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退市整理期股价波

动给中小股东造成影响，公司拟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交所的

交易，并在取得上交所终止上市批准后，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转让。

1993 年主板上市，注册资本 5.22 亿元的航天通信，是国防科工委改革试

点单位，也是国内第一家拥有导弹总装系统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信息

通信产业、航天防务与装备制造。航天通信的控股股东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航天科工），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管理。

然而，这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型央企子公司，却在毫无察觉间落入了民

营企业精心编织的诈骗大网中。

编织70亿虚假收入大网

20 个环节、虚构近 30 家客户和 70 亿元收入，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简

*ST 航通摊上民营巨骗
15 亿现金赔偿投资者主动退市

  B 站上市不到三年股价上涨超 7 倍
“小破站”这是破圈儿成功了？

过去一年，B 站破圈儿成功，从“二次元”向“多元化”发展，
但成本也在不断扩大。

ATTENTION    05  >>

靠贴牌加盟费上市
股价暴跌的南极电商或遭退市危机
靠授权卖吊牌模式获利的南极电商，在不断透支品牌
长期价值后，还能坚持多久？

ATTENTION    04  >>

考虑上市的抖音为什么管不住色情黑产

虽然抖音屡因“内容低俗”而遭约谈，但盈利能力与成长性才
是逐利的资本市场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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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携手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携手科技部
 强力推进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强力推进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  作者 张郁

■  作者  张宁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1 月 7 日，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举行会商会议，

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支持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双方商定，紧紧围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进一步在科技创新政策引导与规划设计、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促进重大

成果转化与科技创新创业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以更

有力的举措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再上新水平。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强调，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是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骨干力量。要发

挥好中央企业在市场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中央企业牵头

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突破制约国家安全的“卡脖子”技术瓶颈，为国家

发展和安全提供战略支撑。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进入“十四五”，国资央企要

不断增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责任感紧迫感，国资委将进一步在经营

业绩考核、资本金支持、分配激励等方面加大对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

进一步加强与科技部协同配合，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大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和体制

机制建设，持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据悉，国资委对于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一直高度重视，专门在内部机构改

革过程中成立了科创局，对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等方面，组织引导加强科技

创新加大了工作力度，在考核、内部分配机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政策。

下一步，国资委将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进一步健全研

发投入效益加回机制，也就是把研发投入的资金在考核当中加到效益里来，进

一步提升科技指标权重，加大科技奖励在考核当中的加分力度，推动国有企业

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力争到 2022 年，中央企业重点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

度要达到 5% 以上。

　　进一步发挥科研院所转制企业的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建立一批高水平

的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公共研发平台，打造高水平的“双创”平

台，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同时要加快推动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应用，加速国有企业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第三，要持续完善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国资委将积极履行出资人

职责，制定完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支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同时，鼓励中

央企业灵活运用政策，通过推动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推动实施创新业务的员工

跟投计划，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为分红激励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

创新，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1 月 8 日上午，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

物股份”）借壳一汽夏利在深交所成功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中

国铁物”，股票代码为“000927”。

“中国铁物的重组上市意义重大，既意味着企业发展重拾

市场信心，也标志着企业实现了本质脱困，中国铁物改革发

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袁

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铁物的“涅槃重生”，是坚持和加强

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的一个缩影。

有评论称这意味着一汽夏利退市风险得以化解，中小股东

利益得到保障。

资料显示，铁物集团是我国规模最大、服务能力最强、专

业经验最丰富、行业领先的铁路生产性服务综合提供商，是

全国唯一的铁路用油供应商、大维修钢轨供应商、铁路线路

产品质量监督商。 中国铁物本次重组上市完成配套募资 15.7

亿元。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2020 年 7 月 3 日一汽集团将

持有的一汽夏利 43.73% 股权划转至铁物集团。

2020 年 9 月 17 日，一汽夏利发布重组方案。本次交易的

整体方案由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四部分组成。交易完成后，一汽

夏利主营业务变更为以面向轨道交通产业为主的物资供应链

管理及轨道运维技术服务和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生产制造及

集成服务业务。

2020 年 9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了一汽夏利重组方案。2020 年 12 月 3 日，*ST 夏

利公告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新增

股份上市等实施情况，标志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2021 年 1 月 4 日，*ST 夏利发布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告，证券简称由“*ST 夏利”变更为“一汽夏利”。1 月 8 日，

“一汽夏利”变更为“中国铁物”。

此前，一汽夏利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 16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一汽夏利募集资金总额

为 15.74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5.46 亿元。

重组后的一汽夏利实现了双赢。中国铁物集团总经理、中

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表示，这不仅圆了中

国铁物十年上市梦，还化解了“一汽夏利”退市风险，更意

味着铁物一揽子重组完美收官，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据了解，铁物集团曾因开展大宗商品融资性贸易，导致巨

额亏损，2016 年初引发债务危机。危机暴发后，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国资委、银保监会的指导帮助下，大力

实施“内外科”措施，推进债务重组，深入内部挖潜，取得

显著成效。2016 年成功化解公募债券兑付危机，达成“本金

安全 + 部分偿债 + 留债展期 + 利率优惠 + 转股选择权”、外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兜底保障的一揽子债务重组协议。2018

年初启动债转股工作，其“设立平台公司归集优质资产业务，

出让平台公司股权，募集资金专项偿还有关债务”的债转股

路径，得到债权人及投资机构一致认可。本次债转股平台公

司上市就是铁物集团一揽子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野强调，希望中国铁物以本次重组上市为契机，在深耕

轨道交通业务基础上，积极谋划转型升级，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和现代流通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中国铁物要认真落实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持续深化内部改革，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激发企业经营活力。要注重风险防范，强化合规管理，遵守

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接受监管部门监督，以优异的业绩回报

股东、报效国家。

“中国铁物重返债市传递出了积极信号。”中国社科院国

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媒体表示，受疫情影响，

债务风险有所上升，这是正常现象。目前看，央企和国企债

券的实际违约率相对其他类型企业来说仍然很低。随着实体

经济复工复产，经济逐步回暖向好，信用风险从中长期来看

会逐步减弱，对目前的债务风险不用过度担忧。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表示，时隔 4 年，曾一度引发

债券市场波澜的中国铁物重返债券市场，为国有企业通过改

革、改制、重组实现债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不仅

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也给当前受“违约风暴”影响的债

市注入信心。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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