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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股份易主“泰合系”金融产业链渐成型
本报记者 崔文官 成都报道

继旗下的上市公司金路集
团（000510.SZ）易 主 之 后 ， 四 川
宏 达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宏达实业”）掌控的另一家上市
公司宏达股份（600331.SH）也 将
易主。

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这则公告一出， 就在资本

简 称“泰 合 集 团 ”）的 通 知 ， 获 悉
宏达实业正在进行重大事项，该

圈引发关注。 如果此番股权转
让成功， 则意味着昔日名噪一

日前宏达股份公告称， 接到

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时的宏达实业将彻底退出资本

变更。

市场。

公司第一大股东宏达实业和四

宏达的资本轨迹
2016 年，宏达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402.23 亿元，在中国企业 500 强报告中位列 351 位。
据悉， 宏达股份实际控制人、

握有宏达实业 25.84%股权， 进而

2003 年 5 月， 刘沧龙的宏达

阳国资公司代为行使。

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在

间接持有宏达股份 6.95%股权。

集团和宏达化工出资 2.82 亿元，

该《授权委托书》约定：宏达集

2017 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在‘十
三五’期间，努力把宏达集团打造
成一个管理资产超过一万亿元、营

根据 2017 年中报披露， 宏达
实业持有宏达股份 5.46 亿股，持
股比例 26.88%， 为公司第一大股

成功吞并期货业老大中国国际期
货经纪公司。 同年 7 月，刘沧龙又
介入世界级大矿兰坪铅锌矿的开

团承认德阳国资作为金路集团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实施任何可
能影响德阳国资作为金路集团实

销规模超过 1000 亿元、 利润超过
100 亿元、 税收超过 50 亿元的现

东；而刘沧龙通过宏达实业间接持

发，该矿价值高达数千亿元。
2009 年， 刘沧龙旗下的上市

际控制人地位的行为”。

有宏达股份 17.32%的股权， 为公

代化、国际化财团”。
今年上半年，集冶金、矿山、化

司实际控制人。
而据宏达集团官微介绍，其产

公司再下一城。该年 11 月，金路集
团公告称，第一大股东汉龙实业因

控制权被同样是四川的神秘商人
刘江东拿下。

工行业于一体的上市公司宏达股
份， 其业绩表现不错， 净利润 1.25

业涵盖工业、矿业、金融、地产、贸
易和投资等六大板块，管理资产逾

经营流动资金需要而减持股份，截
至 11 月 24 日持股 5%， 持股比例

另外，2015 年年底，坊间传闻
刘沧龙本人卷入腐败案。 原因系

亿元，同比增长 395.15%。 然而，宏

6000 亿元人民币， 员工 20000 余

低于宏达集团的股份比例

2013 年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

达实业最终却选择了
“
退出”。

人。 2016 年，宏达集团实现销售收

5.144%，致使宏达集团成为本公司

骏曾通过网络举报称， 价值 5000

《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就在
宏达股份停牌前夕的 9 月 8 日，泰
合集团已突击完成对其控股股东

入 402.23 亿元， 在中国企业 500
强报告中位列 351 位。
公开资料显示，宏达集团创始

第一大股东。
宏达集团在 2010 年发起成立
四川信托，如今其管理信托资产规

亿元的兰坪铅锌矿，让四川私人老
板刘氏以 10 亿元就控股了 60%。
2015 年 12 月，云南红河州中

宏达实业的部分股权收购。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到
9 月 8 日，宏达实业股东已从 7 位
缩减至 3 位，宏达集团与刘沧龙股
权出资金额不变；而泰合集团已将
马宏等 5 位自然人股东股权全部

人、 董事会主席刘沧龙生于 1955
年 2 月，四川德阳什邡人，系资本
枭雄刘汉堂兄。
1979 年，25 岁的什邡民主公社
榨油厂职工刘沧龙迈出了创业的第
一步， 创办民主磷肥厂。 1992 年 1

模逾 3000 亿元。 四川信托后又成
功控股宏信证券，并且在此后引入
中信证券吴玉明等大批中信系的
高管。
不过在 2012 之后， 宏达集团
无往不利的扩张势头戛然而止。先

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云南省地矿局原局长李晓明涉
单位行贿、受贿一案。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称 ，2000 年 6
月至 2005 年 6 月， 在宏达集团参
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铅锌矿投资

揽入怀中，出资比例达到 18%。
值得注意的是，宏达集团股权
亦随之变更。 截至 9 月 8 日，宏达
集团注册资本 12.5 亿元， 其股东
由 8 位减至 4 位。其中，刘沧龙、宏

月至 1993 年 12 月， 刘沧龙任四川
省宏达联合化工总厂厂长；1994 年
1 月至 1999 年 5 月任四川宏达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9 年 6 月任四川宏达化工股份

是宏达集团在大本营德阳什邡的
104 钼铜项目计划搁浅（详见《中
国经营报》2012 年 7 月 9 日报道
《钼铜梦魇》《什邡： 百亿钼铜项目
夭折真相》 和 《百亿项目流产：被

开发过程中，李晓明为该公司谋取
利益， 并于 2003 年年底的某一天
在其家中非法收受宏达集团董事
长刘某通过他人送给的现金人民
币 100 万元。

“忽略”的宏达股份》）。

此后的 2016 年， 金路集团的

泰合集团从容接盘
截至 2016 年，泰合集团总资产破 600 亿元，连续四年位列民企 500 强。
2017 年 1 月 12 日， 宏达股份
收到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的

泰合集团总资产突破 600 亿元，连
续四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起诉状：云南冶金集团、怒江州国资

此前， 泰合集团已入主四川上

经营公司、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
自治县财政局、云南铜业(集团)有
限公司等四位原告将宏达股份及宏

市公司华神集团，并更名为
“泰合健
康（000790.SZ）”，若此次成功入主
宏达股份， 泰合集团旗下将控股两

达集团、金鼎锌业告上法庭。

家 A 股上市公司。

原告认为，在
“
金鼎锌业增资扩
股及股权变更过程中，被告与相关

此外， 泰合集团作为主发起人
还控股广安思源农商银行， 是邯郸

方恶意串通，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及
交易程序，签订合同并办理相关手

银行、 四川仪陇农商银行的主要股
东，参股巴中农商行、广安恒丰村镇

续，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请求法
院确认在 2002 年至 2003 年原、被
告签署的合作协议、增资协议等无

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在非洲成立
中国泰合刚果金银行， 占股高达
90%； 单独和联合设立多只专业基

效，确认两被告持有的金鼎锌业共
计 60%的股权无效， 并确认金鼎锌

金；拥有多家担保公司、小贷公司；
战略入股优客工场、 饭爷等多家境

业由四原告持有 100%股权……要
求被告返还金额及承担费用达

内外知名企业机构。
目前，其已形成银行、基金、保

18.95 亿元，而宏达股份则在公告中
称涉案金额高达 21.17 亿元。
目前云南省高院已受理该案，
云南省高院已对宏达股份部分财产

险、担保、小贷等各类金融形态完善
的全产业链格局。不仅如此，若此次
泰合集团成功拿下宏达股份控制
权， 将意味着泰合集团由此成为四

实施冻结，其中冻结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 22.1605%的股权、云南金鼎锌
业有限公司价值人民币 5.84 亿元
的股权以及银行存款 2.1 亿元，目
前冻结财产总金额合计约 15.7 亿
元，冻结期限 3 年。
而 宏 达 股 份 在 2016 年 12 月
开始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

川信托和宏信证券信任大股东，其
金融牌照种类和质量都将得到进一
步的提升。
泰合集团公开表示，“为了与
自身业务整合，促进宏达股份长期
可持续发展，实现泰合集团与宏达
股份互利双赢，泰合集团通过控股
宏达集团、宏达实业，将入主宏达

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宏达集团、濠吉
食品及汇源集团购买四川信托股

股份”。
不过在此前的公告中， 宏达股
份表示， 目前该事项仍有重大不确
定性。其承诺，将督促宏达实业尽快

达实业、四川广鹏商贸有限公司分

有限公司（后改名四川宏达股份有

2016 年 2 月， 红河中院官网

权，也因为该巨额诉讼官司而被迫
终止。

别出资 3.79 亿元、4.58 亿元和 2.5
亿元；而泰合集团通过收购小股东

限公司）董事长；1998 年 10 月任四
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由于钼铜项目中止，宏达股份
的资本运作也宣告失败。 其后，宏

公布的宣判新闻稿显示，法院“审
理查明李晓明受贿 100 万元的事

不过，对于上述诉讼问题，接盘
方泰合集团似乎已有准备。 9 月 18

确定上述事项，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

股权，出资金额为 1.63 亿元，出资
占比为 13.02%。

在经历了实业领域的积累之
后， 刘沧龙开始进军资本市场。

达股份公告称，本次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自动失效。

实”。记者注意到，红河中院的宣判
新闻稿没有提到宏达或刘沧龙的

日晚，据宏达股份披露，泰合集团拟
斥资 43 亿元实现对宏达股份的控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上述事项确
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并申请复牌。

通过穿透式股权结构计算，泰
合集团已合计持有宏达集团股权

2001 年， 宏达集团培育的宏达股份
登陆 A 股，发行价 9.18 元 / 股，首日

2013 年 9 月 17 日，宏达集团
与德阳国资公司签署 《授权委托

字样。
不过直到 2016 年 9 月， 刘沧

股，其中 18 亿元为收购直接支付交
易对方的股权转让价款，另外再向

泰合集团相关人士此前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 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19.61%，间接持有宏达实业 7.84%
股权；若再加上其直接出资宏达实

收盘价 14.95 元 / 股。 根据招股书，
第一大股东为刘沧龙控制的什邡宏

书》，称为保持公司的稳定和发展，
宏达集团将所持金路集团全部

龙才出现在一些公开活动上。有媒
体甚至称之为“失联约 20 个月后

宏达实业增资 25 亿元用于解决相
关诉讼问题。

“针对该事项不作回复，以发布的正
式消息为准。 ”而截至发稿前，宏达

业的 18%份额，那么泰合集团或已

达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4.84%。

5.14%股份的相关股东权利授予德

重出江湖”。

公开信息显示， 截至 2016 年，

股份方面亦未予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