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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非金融资产 五矿资本专注金控平台
本报记者 罗辑 成都报道

2 月末，深圳监管局核准了
五矿证券在广州、无锡、青岛等
重点城市进行 5 家分支机构的

设 立 。 这 家 由 五 矿 资 本（600390 .

作为 A 股市场稀缺的央企

券、期货、信托、金融租赁、基

SH ， 曾 用 名“金 瑞 科 技 ”）控 股 的
全国性券商在获得股东慷慨增

金控标的， 五矿资本重组上市
以来就备受市场关注。如今，距

金、商业银行、产业直投等全牌
照的金融平台业务发展情况究

资后， 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快速

其通过重组已有一年。 在严监

竟如何， 又面临怎样的机遇和

成长。

管的市场环境下， 这家拥有证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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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减持新规
利好长期投资者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成都报道

创投机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了一些负面现象， 监管层出台一
些政策期望行业能健康发展，这
个方向是对的，但什么样的尺度

有了新变化。 近日，证监会发布
《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

是合适的？ 监管层也在根据市场

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以下简称

甄灿明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
示，“创投机构投资的对象是中

“创投减持新规”）， 自 2018 年 6
月 2 日起施行， 这项规定核心内
容为投资期与解禁期反向挂钩，
让那些长期投资于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的创投机构得到实
惠。 同一天，深交所、上交所发布

的情况调整。 ”沣扬资本合伙人

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成长早期非
常弱小， 是最需要外部资源的，
监管层通过支持创投机构发展、
给予一些宽松政策，事实上是支
持了一大批优秀企业的诞生，这
个方式是对的。 ”沣扬资本专注

实施细则。
“总体是个好消息，毕竟这几

于智能科技领域的投资，以中早

年监管的方向没有变，依然是强
监管。 早期，由于金融业界出现

期为主， 上市退出是其重要退出
渠道之一。

减持周期缩短
五矿资本参股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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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增资
五矿资本的业绩预增，主要得益于其收购外贸金融租赁股权及转让传统业务股权的获得 5.41 亿元的非经常性损益。

证监会 2017 年第 9 号公告

与沪深两市交易所发布的实施

全称为《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细则，作为创投基金股东需满足
以下条件： 投资于未上市企业、

“第 9 号公告”），被称为“史上最
严减持规定”。 随着这项规定的

对外投资金额中，对早期中小企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计投资

细则发布，沪深两市场大宗交易
量应声而落、董监高日均减持量

占比达 50%以上；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备案为创业投资基金，或者

也大幅下降，不少上市公司的股
东纷纷撤回清仓计划。

投资范围与金额符合上述要求，
在证监会上述规定后在中国基

“第 9 号公告”中，对特定股
东（即持有上市公司公司首次公

金业协会变更备案为创业投资
基金的机构。

开发行前股份的股东或通过非公
开发行获得股份的股东）要求他

对于创投股东，减持通过首
发而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投资

1 月 8 日， 五矿资本早早地披
露了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告。

中国五矿旗下的上市公司 *ST 金
瑞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当时的方

的增资。 其中，对五矿证券、五矿经
易期货、 五矿信托和外贸租赁的增

保荐等牌照， 才获得了一次快速发
展的机会。但截止到 2017 年上述增

数据显示，公司预计 2017 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4.9 亿元， 同比增长约 59.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9.44 亿元，同比增加 2347%。

案是，中国五矿重新收回五矿证券、
五矿经易期货、 五矿信托等金融资
产的控制权 （指向这些金融资产的
其他股东购买股权， 并达到较高的
持股比例），并将其划转到五矿资本

资金额，分别为 59.2 亿元、15 亿元、
45 亿元和 30 亿元。
资本实力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更像是起跑线划定的位置。 仅以五
矿证券为例，其早在 2000 年便在深

资完成之前， 公司注册资本也仅有
13.57 亿元。
而在上述定增后， 五矿证券获
得接近 60 亿元增资，注册资本增加
至 72.92 亿元,一跃达到行业中上水

们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集中
竞价减持，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

期不足 3 年的，3 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减持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份数的 1%；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
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总

数的 1%。 投资期已满 3 年不足 4
年的，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

“五矿资本的业绩预增， 主要
得益于其收购外贸金融租赁股权

旗下， 一手打造了目前的五矿资
本。”一位市场人士回顾彼时的重组

圳设立。可谓既有天时也有地利。但
发展迄今，其却在众多同期券商中，

平。在公司的
“招贤令”中，如此提及
因增资到位， 公司跻身中等券商行

数不得超过公司总数的 2%。这项
规定堵住了不少过往市场上存在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

及转让传统业务股权获得 5.41 亿
元的非经常性损益。 扣除非经常性

提及，中国五矿是在 2016 年纳入国
企改革试点， 而在五矿资本上市时

发展相对缓慢。 对比来看， 同在
2000 年设立，偏安一隅的华西证券

列，启动大规模招聘。并提出大量如
副总经理、 研究所所长等重要管理

损益事项后， 同比增加 2347%，主
要是公司 2017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

进行了社会资本的吸纳（指 *ST 金
瑞彼时向华宝证券等对象进行的定

已经迎来 IPO， 同年在北京设立的
首创证券， 在此前的排名中也较五

岗位虚席以待。
根据五矿证券 2017 年度未经

组，2016 年的比较基数较小。 ”天风
证券分析师王茜对其业绩预告数

增），
“社会资本的进入，也为其带来
了一些新的发展契机。 ”

矿证券居于更靠前位置。
回溯其发展历程， 五矿证券注

审计财务报表显示，其 2017 年营收
实现 7.16 亿元、 净利润为 2.64 亿

的漏洞，特别典型的如“过桥减
持”。这项规定要求股东与其一致
行动人减持数量合并计算，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的受让方 6 个月内
不得转让所得股份等。
与上述规定相比，3 月初，证

持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投资期超过 4 年的， 在任意连续
3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
持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2%。

据提及。
对于五矿资本而言， 重组后带

“资金的到位对于金融机构的
发展至关重要。 2017 年，五矿资本

册资本在 2004 年才仅仅 1.6 亿元，
到 2007 年增资后达到 5 亿元。直至

元，2016 年这一组数据分别是 5.15
亿元、1.13 亿元。 净利润翻了一倍。

来的不只是业绩数据的变化。
“五矿资本是与‘招商局’‘中

最重要的事便是这些金融资产的整
合， 以及尽快完成将募集资金配置

2011 年前后， 五矿投资拿下了其
90.12%的股权 （此前为五矿集团与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五矿证
券、 五矿经易期货配置的资金于

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
定》， 特别针对的是首发上市后

虽然减持方式仍受限制，但
对于长期投资者， 完成 3%减持，
在解禁之后不必再等 3 个月，可

存在的创投股东。 根据这项规定

在一个月内回笼部分资金。

航’ 并立的三家以金融为主业的央
企， 更是上市金控平台中的稀缺央
企标的。其大股东为中国五矿集团，

到旗下平台， 完成对其的增资计
划。”一位接近五矿资本的知情人士
提及，根据定增方案，这些募集的资

五矿投资各持有 16.45%、73.67%），
再度增资至 8.8 亿元， 公司董事会
换届，高管引入业内
“老人”，公司相

2017 年 2 月到位，向五矿信托配置
的资金于 2017 年 6 月到位， 向外
贸 租 赁 配 置 的 资 金 于 2017 年 12

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下， 五矿资本与

金主要用于五矿资本旗下金融公司

继拿下基金销售、资管、自营、两融、

月到位。

支持长期投资
证监会出台上述规定的背

志鹏对记者说。

金融全牌照

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
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对我们天使投资来说，没
有影响，甚至之前的第 9 号文减

对机构增资、剥离新材料资产、注入工银安盛这三个布局的举措，机构给予了乐观预期。

意见》， 对专注于长期投资和价
值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给予政

持新规也与我们关系不大。 作为
天使轮，我们跟投环节在首轮、A
轮或者 A+ 轮，然后在 B 轮、C 轮
等环节逐步退出， 不会跟到 IPO
阶段。 ”松源资本副总裁周荃对
本报记者表示。

照格局已然落地， 向专业化金控平
台转型。

产业背景雄厚、品牌效应明显。五矿

特点和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体

资本提出， 在这一背景下，
“
公司能

而从对机构增资、 剥离新材料

够围绕政府及大型产业集团提供覆

系， 为上市后的五矿资本提供更好
的管理支持和智力支持， 推动公司

2017 年 7 月，五矿资本相关人

资产、 注入工银安盛这三个实现布

盖产业链的综合金融服务， 基于现

战略的落地，2017 年五矿资本启动

策支持。
“从监管脉络来看，‘创投减
持新规’与此前的第 9 号公告仍
为一脉，这种监管政策对机构退

士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提
及，公司正以“双轮驱动”在往前发

局的举措来看， 王茜给予了乐观的
预期，“预期到 2018 年配套融资资

有网点分布构建区域化服务体系并
利用业务多元化优势制定综合金融

人力资源市场化改革， 推进全员市
场化。 ”

出时间与渠道的影响是明显的，
大宗交易的量最能说明问题，过

另据记者了解，创投机构中
大多数天使投资走的是这个路

展，“原金瑞科技的经营也在恢复，
从上年起就开始扭亏了， 目前这些

金效果将进一步体现，包括租赁、信
托、 证券在内的子公司在获得充足

服务方案。 ”五矿资本提到，与此同
时，公司“大力开展业务协同，产业

据其介绍， 公司在 2017 年对
关键岗位市场化引进机制进行了

资产并没有从上市公司摘除， 还保
留在上市公司体系内。 ”
但不久后，转变悄然发生。
随着中国五矿国企改革的深

资金后，公司业绩有望维持高增长；
2017 年剥离非金融资金后，将进一
步聚焦金融主业， 内部经营机制的
理顺有望给公司注入新的活力；收

升级和资本运作借力金融牌照有效
配合公司长期致力于业务协同的探
索和创新”。
公开资料显示， 五矿资本设立

探索。 其中，从外部市场引进了五
矿信托总经理。 并制定方案，以五
矿信托为试点推进全员市场化改
革，同时推动五矿信托前台业务部

入，2018 年 1 月， 作为子公司的五
矿资本完成了新材料事业部的剥
离， 并获得了集团公司持有的工银
安盛人寿保险 10%股权的注入。
至此， 五矿资本参控公司分别
为 五 矿 信 托 （78%）、 五 矿 证 券
（99.76%）、五矿经易期货（99%）、安
信基金（100%）、中国外贸金融租赁
（90%）、五矿资本控股（100%）、五矿
产业金服（100%）、绵阳市商业银行

购工银安盛人寿 10%股权， 一方面
能够增厚公司净利润， 另一方面能
够进一步深化与其他金融子公司间
的业务合作。 ”
除此之外， 券商分析师对五矿
资本还有其与中国五矿协同发展的
预期，“公司有望发挥产融结合、融
融结合的作用。”广发证券分析师陈
福提及。
五矿资本控股股东中国五矿在

了一级职能部门，协同发展部。该部
门专责业务协同的协调督导与配套
机制的完善创新。在公司拥有信托、
金融租赁、证券、期货、银行等多个
金融牌照的情况下， 可以在不同金
融牌照公司之间通过客户资源共享
及业务共同拓展发挥协同创新优
势，实现各项业务之间的有效配合。
实际上， 除了战略定位的推动
和股东背景的优势， 对于这家老牌

门体系变革，使其形成有效激励淘
汰制度。
根据五矿资本披露的控股子公
司五矿信托以及外贸租赁 2017 年
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五矿信托截
至 2017 年 年 底 总 资 产 117.89 亿
元，上年同期数据为 72.06 亿元，营
业收入全年实现 21.38 亿元， 净利
润实现 11.74 亿元， 均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长。 而外贸租赁总资产为

去是门庭若市，现在几乎是无人
问津，对机构与投资人沟通与后
续资金募集都产生了不小影响，
资金募集进度与后续项目投放
进度都受影响。 ”国内一家著名
PE 的业务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公司上市公司后存在业绩
变脸的风险，在退出时间受监管

数，不过也有少数例外，“那些拥
有大额资金量的投资机构，如马
云的云锋基金、孙正义的软银集
团，他们在企业的不同阶段会步
步追加， 天使轮、A 轮、B 轮、C
轮，直至上市。
“我们既投早期，也投成长
期，具体影响需要看具体项目，

（20%）、工银安盛人寿保险（10%）。
这意味着， 五矿资本金融全牌

2016 年完成与中冶集团的互补性
重组后，成为体量巨大的
“新五矿”，

国企的改革， 上述知情人士提及，
“公司打造更加符合五矿资本业务

634.01 亿元，营收实现 34.49 亿元，
净利润实现 8.36 亿元。

的情况下，机构的风险也多了变
数。 ”另一位业内人士称。
“不过，只要项目好，减持监
管对机构的影响并不大，如果公
司上市后仍在高增长，延长减持
反而能使基金获得更多收益。 ”
另一位业内人士称。
“总体是利好，‘创投减持新
规’比 2017 年实施的第 9 号公告
要好一些。 ”九鼎投资总经理古

有的投天使轮， 在没有上市阶
段已经退出了； 有的投的成长
期， 上市退出是一条主要的退
出渠道， 那么这个阶段就有实
实在在的影响了。 不过即使投
了成长期的公司， 除了上市退
出，还有并购退出、回购退出等
渠道， 监管政策不构成绝对影
响。 ”君联资本一位业务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

对于五矿资本这家上市平台而
言， 其重组迄今也经历战略定位的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