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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十二次

上海 北京报道

自 9 月底亿阳集团控股的上
市公司亿阳信通（600289.SH）发布
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
公告之后,亿阳集团债务危机逐渐
被公之于众。
11 月 9 日， 亿阳集团再次披

露亿阳信通被司法冻结的最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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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提前到期
11 月 2 日，联合信用评级已将亿阳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下调为 A。

亿阳集团债务违约 众机构涉险
本报记者 万佳丽 朱会珊

2017.11.13

2016 年亿阳集团共发行了四

权，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征集投资者
诉讼意见， 启动相应法律程序，若

期公募公司债，即“
16 亿阳 01”，“
16
亿阳 03”，“16 亿阳 04”和“16 亿阳

没有设置仲裁条款，可以直接以诉

05”。其中除“
16 亿阳 01”外，其他债
券合同中均设置交叉违约条款。

讼方式维权。 ”
根据知情投资者向记者提供的

展。 亿阳集团公告称，辽宁省阜新

11 月 8 日，《中国经营报》记
者在亿阳集团 2016 年公司债券

投成功重组还是未知数。若重组失
败企业又无法兑付债务，投资人可

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

（第三期）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对其提起诉讼，并要求进入司法破

11 月 10 日， 亿阳公司债主承

一份亿阳集团 10 月 26 日发布的

级 人 民 法 院 对 亿 阳 集 团
207573483 股股权的冻结为第十

产清算程序，及时保全资产。
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后，亿阳公
司债主承销商中山证券相关高层
表示，如果他们有需要，会协助亿

销商兼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公布亿
阳集团公司债 2017 年第一次债券

《关于亿阳集团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重整的通告》显示，亿阳集团正在筹

一和第十二轮冻结。 这意味着，截
至记者发稿，亿阳集团持有的全部

人会议上了解到，亿阳集团目前正
在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筹划重组
事宜，试图解决债务危机。 但截至
发稿，相关重组方案并未公布。 不

持有人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值得注
意的是，“16 亿阳 01” 和“16 亿阳

划重组事宜，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目
前， 针对亿阳的诉讼保全行为尚未

亿阳信通股权也已经被各法院轮
候冻结了十二次。

过，有律师对记者表示，目前重组
还只是筹划中，是否能顺利找到战

阳集团重组。 不过，具体的时间目
前不便透露。

03”的全 部 议 案 通 过 ， 但“
16 亿 阳

划扣亿阳集团资金， 亿阳集团尚未

04”和
“16 亿阳 05”的第 4、5、6 条议
案未获通过， 未通过议案分别是，

发生实质损失，如果重整失败，亿阳
集团将第一时间采取相应司法措

《关于宣布本期债券因发行人的交
叉违约情形已构成违约的议案》、
《关于若发行人未提供有效担保则

施，第一时间告知债券人。
根据亿阳集团 2017 年公司债
券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不豁免发行人违约责任并宣布本期
债券提前到期的议案》和《关于本期
债券宣布提前到期逾期未偿付则启
动司法程序的议案》。 也就是说，只

月， 公司营业收入 122.18 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 87.54%；净利润 1.31 亿
元，同比略微增长 0.05%；资产负债
率 59.29%，同比下降 0.10%；经营性

资管产品违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亿阳集团发行的产品多达十只左右，合计总规模近 50 亿元。
据 11 月 8 日参加债券持有人

个月，资金用于补充亿阳集团日常

亿阳集团发行的资管产品远

会议的投资者告诉记者，中山证券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根据富国

不止这一款，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前还款，增信并且追加担保，请求

相关负责人介绍称，2017 年 9 月
底中山证券观测到亿阳集团情况
后，立即成立专项小组，多次督导

天启官网公告显示，“富国天启—

目前已知的亿阳集团发行的产品
还有中江信托—金鹤 140，恒泰证
券—瑞鑫 1 号等十只左右， 合计

司法冻结部分资产，以保证投资人
资产安全。 ”
根据亿阳信通督导券商国信

亿阳集团流动资金贷款资产管理
计划” 这款产品共发了十二期，

已经前往现场催收，要求融资人提

发行人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汇报，

2016 年 11 月产品成立， 当年 12

并采取一系列有效保障债券持有

月产品计划付息了一次，2017 年 6

总规模近 50 亿元，发行时间主要
集中在 2016 年中旬至 2017 年中

证券发布的专项核查意见显示，亿
阳信通资金冻结总额为 20.03 亿

有
“16 亿阳 03”中的交叉条款生效，
已经构成违约， 而“
16 亿阳 04”和

现金流净额 1718.39 万元， 同比大
幅下降 81.68%。

人的措施。 对此，亿阳集团代表解
释称，事情发生后，高管团队也在

月第二次付息， 但到了 2017 年 9
月产品计划第八期到第十三期全

旬之间， 资金用途也主要是用于
补充亿阳集团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元(剔除重复冻结后的金额)，占其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
16 亿阳 05” 的交叉违约条款还未
生效。

有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亿阳
集团是国内领先的电信运营支撑

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在解决问题，之
后会公布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相应

部逾期兑付。
一位购买了该款资管产品的

流动资金， 产品大多质押了亿阳
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亿阳信通股

为 62%; 实际冻结资金 7.97 亿元，
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 月 2 日，联合信用评级已将
亿阳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下调为

系统提供商，并且公司有煤气表、
水表业务， 商品贸易业务和原油

消息，目前由于保密协议还不能公
布，期望大家给一些时间。

投资者对记者表示，“我去年 12 月
买的这款产品，今年 9 月的利息已

权， 亿阳集团实际控制人邓伟提
供连带担保。

比例为 25%。 其中，已经收到法院
法律文书通知的冻结金额为 2.22

此前，亿阳信通因发行股票筹
划资产重组再次停牌。 8 月 18 日
复牌前一天，亿阳信通还一度发布
了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 然而增持计划还没有实

经支付，现在就差本金，富国和亿
阳（集团）这两边我都找过了，富国
也在找亿阳要求兑付，但亿阳（集
团）现在实际控制人找不到，我们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

其中，腾云资产—天山 5 号也
“
腾云
已违约。腾云资产官网显示，
资产－天山 ５ 号亿阳集团私募投
资基金” 从 2017 年 3 月 3 日起共
发行了七期，期间于 3 月和 6 月进

亿元，占净资产的 6.89%。
申请冻结的法院有北京、安
徽、辽宁、广东、福建、深圳、浙江、
江西等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地方
人民法院。根据亿阳信通收到的法

A,并将“
16 亿阳 01”，“16 亿阳 03”，
“
16 亿阳 04”和“16 亿阳 05”债项信
用等级下调为 A， 同时将亿阳集团
主体及相关债项列入可能降级的信

销售业务作为补充，随着我国 4G
网络的逐渐升级改造， 运营商对
相关通信应用软件需求必将逐步
扩大，多板块业务发展，公司行业

施， 亿阳集团就因为与大同证券
5700 万元债权转让纠纷， 被法院
冻结持有的亿阳信通全部股权，后
又被曝出多款资管产品兑付违约，

该投资者提到的亿阳集团实
际控制人是邓伟。 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 55 岁的邓伟于 1988 年一手
建立亿阳集团， 担任董事长之职，

行了两次收益分配。购买了该产品
的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第 3 次
收益分配日本来在 9 月，但这次收
益我们没有拿到，我们和腾云资产

院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初步确定
资金被冻结原因为亿阳信通和实
际控制人邓伟、控股股东亿阳集团
一起作为被告， 涉及保证合同纠

前景广阔。
也有投资者质疑亿阳集团已出
具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按照亿阳集
团的财务情况，业务发展情况，公司
是有再融资能力的， 如果不是这几
千万的利息不兑付， 也不会出现现
在的挤兑。 一年前资质还那么好发

债券因交叉违约提前到期。按目前
亿阳信通总市值计算，亿阳集团持
有的股权价值 24 亿元。
亿阳集团的背后是一系列资
管产品和债务的发行。其最先被曝
出违约的是一款叫做“
富国天启—

至今已有近 30 个年头， 其持有亿
阳集团 92.20%股份， 对亿阳集团
有着绝对控制权。亿阳集团的多名
机构投资人、亿阳债券主承销商中
山证券和联合信用评级相关负责
人均向记者表示，亿阳集团出现股

的人去亿阳都问过好多次，没有任
何回复。 ”
另据记者了解，已有多家私募
机构发行产品给亿阳集团发放委
贷，多家信托公司发行了信托项目
为亿阳集团提供融资，并且很多产

纷、借贷纠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等事项。
记者注意到，11 月 6 日，黑龙
江证监局对亿阳集团下发了警示
函。 因亿阳集团不晚于 9 月 25 日
知悉所持有的全部亿阳信通股权

用评级观察名单。 而根据“16 亿阳
04”和“
16 亿阳 05”的债券违约条
款，只要联合信用评级下调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至 AA—级或以下级
别则构成违约。
联合信用评级出具该债券评
估报告的相关分析师告诉记者，目
前内部小组已经就亿阳集团情况
前往集团了解情况，如企业情况确

亿阳集团流动资金贷款资产管理
计划”的资管产品，该款产品发行
方为亿阳集团， 管理人为富国天
启。 产品发行规模 2 亿元，期限 12

权被冻结， 产品违约事情之后，曾
多次前往亿阳集团协商，都未见到
实际控制人邓伟，公司到底出现什
么问题，他们也不清楚。

品还在存续当中。记者联系到的部
分机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公
司已经注意到了亿阳集团近期情
况，目前内部正在积极商讨，“我们

被司法冻结，但却没有及时告知披
露，而是迟至 10 月 11 日才公告披
露持有的亿阳信通股权被司法冻
结，违反了《债券上市规则》。

实恶化，可能对其债券进行进一步
降级处理。

了这么多债， 一年后就出现这么大
的危机， 当时中山证券给他们发债
的时候是否有深入这家公司做好尽
调，排查底层资产真实性？ ”该投资

许峰律师表示，是否构成违约
并不能以议案是否通过界定。“当

者表示。
对此质疑， 记者联系中山证券

触发了之前债券合同中设定的债
券违约条款， 就可以被认定为违

办公室和负责亿阳债项目的相关负
责人，不过，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

约。 对于违约的债券，可以根据当
初合同中设置的仲裁条款进行维

称，由于涉及保密信息，目前只能以
公开披露信息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