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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博大的控股版图

中信国安集团
“身世”之谜
本报记者 余燕明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与中关村
银行的贷款并无逾期或违约事项发

沟通的内容，
以及具体的贷款合同、
资金用途。

以小博大
中信国安集团的少数股东权
益偏高，主要由于其对纳入
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持
有较少的股权比例。

2018 年底，北京中关村银行股

生，也不涉及双方在具体借贷条款

但中信国安集团仍然受到广泛

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关村银行”
）向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诉

上的认定差异。
“此前中信国安集团

关注。这家背靠央企中信集团的控

与中关村银行在沟通过程中态度都

股企业在 2014 年前后进行改制重

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中信国安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国安集团”
）

不太好，以至于把事情闹大了。主
要是双方沟通和态度问题。
”

组之后，其辗转引入的外部股东与
中信国安集团之间存在交叉持股的

银行存款逾 3 亿元，或者查封、扣押
等值的其他财产，中关村银行为此

这位人士也进一步透露，中信

关联关系，以及当时 5 家外部股东

2014 年 前 后 中 信 国 安 集 团

国安集团与中关村银行双方已经完

以较低对价获取中信国安集团绝对

进行的改制重组，5 家民营股东

项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提供了担保。

成了和解，近期会向法院申请撤销

多数股权，诸多线索所引发的市场

以 80 亿元现金出资，取得了该公

日前，中信国安集团一位人士

上述裁定。但他没有具体透露双方

疑虑，
从未间断。

司逾 79%的股权，而 2012 年底中

在改制后，中信国安集团的国有股份降至不足 21%。图为中信国安集团旗下公司开发的
地产项目展台。

权，
这一股权比例合理。

信国安集团经审计的合并股东

混改引入的外部股东

他进一步解释，根据 2012 年

本报资料室/图

2015 年 ~2017 年 这 一 比 例 约 为
63%、39%、27%。

权益超过了 155 亿元，这 5 家民营

底的财务数据，增资扩股之前，

股东以较低成本获取绝对多数

中信国安集团合并股东权益为

权益偏高，主要由于其对纳入公

股权的改制重组，让中信国安集

155 亿元，但归属唯一股东中信

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持有较

团颇受质疑。

集团的股东权益仅为 10.6 亿元，
少数股东权益比重超过了 93%，

少的股权比例。换言之，中信国
安集团以更少的股权比例和投

中信国安集团的少数股东

引入的5家外部股东，
其中2家通过股权质押从中信国安集团融资，
另外3家与中信国安集团存在交叉持股。
2012 年中信集团决定对中信国

实际控制人。

人股东马骁、毛德一，
以及中信国安

2014 年，中信国安集团最终

安集团实行改制重组，
引进外部投资
者进行增资扩股。2014年，
中信国安

据记者逐一查询中信国安集团 （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
辗转引入的 5 家外部股东的背景， 信国安基金”
）管理的一只基金，基

完成增资扩股时，其对外作过详

虽然中信集团对中信国安集团

资成本，
“ 以小博大”地构建了规

集团正式完成了改制重组，
新引入的
5家民营股东以现金的方式对中信国

鼎尚装修与北京合盛源均向中信国
安集团附属公司出质了所持中信国

金主要出资方为大业信托。
自然人股东毛德一是核心人

细解释。公司称截至当时评估基

母公司持股 100%，但所占公司合

模庞大的控股版图。

准日 2012 年底（中信国安集团改

并股东权益不到 10%。

安集团增资 80 亿元，中信集团持股

安集团股权以换取融资；而北京合

物。根据工商资料显示，毛德一是

制重组始于 2012 年），
中信国安集

比例由100%降至不足21%。

盛源、瑞煜基金与中信国安集团之

中信国安集团的董事之一，同时也

团合并总资产为 826 亿元，
合并总

但由于中信国安集团对并表子

括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间则存在交叉持股的关联关系。

是中信国安基金的董事兼总经理。

负债 671 亿元，合并股东权益 155

公司所持股权比例偏低，导致合

（601212.SH，下称“白银有色”
）、

民营股东分别包括华泰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河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
鼎尚装修持
有中信国安集团接近 20%的股权，
该

由于中信国安集团参股了中信国安
基金，而北京合盛源穿透后的出资

亿元。其中，归属于唯一股东中

并报表的少数股东权益过高，降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集团的权益为 10.6 亿元，其余

低了母公司股东可以享有的权

（600084.SH，下称“中葡股份”
）、

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乾融投

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一名自然人股东，

方包括中信国安基金，这意味着中

其名下只有鼎尚装修一家企业。鼎
尚装修如今已经更名为黑龙江鼎尚

信国安集团与北京合盛源之间存在
交叉持股情形，
构成关联关系。

主要归属于合并报表单位其他股
东的权益。

益。
”这位审计专业人士表示。

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万顺置
业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集团最初引入的 5 家

“虽然合并股东权益较高，

记者查询了中信国安集团最

另外经过审计机构及评估

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情况。
到 2018 年一季度末，中信国安集

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还有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备案，2012 年底中

到目前为止，中信国安集团
纳入合并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包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839.SZ，下称“中信国安”
）、
白银有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信国安化工有限公司等。

但不久之后，2014 年~2015 年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也从建

瑞煜基金持有中信国安集团约

间，
上述前 4 家民营股东开始陆续退
出，
转让了当初取得的中信国安集团

筑装饰装修工程变更为投资等业
务。鼎尚装修在 2014 年受让中信国

16%的股权。瑞煜基金的出资方是由
中非信银（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全部股权，
对应股权受让方则为黑龙

安集团股权后，
2016 年底，
其将所持

江鼎尚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鼎

中信国安集团约一半股权（占中信国

尚装修”
）、
北京合盛源投资管理有限

安集团 10%股权比例）质押予巨合

公司（下称“北京合盛源”
）、瑞煜（上

（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合伙）
（下称
“巨合基金”
）获取融资。

味着中信国安集团与瑞煜基金存在交

一位审计专业人士向记者分

伙）
（下称“瑞煜基金”
）、共和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
“共和控股”
）。

巨合基金是中信国安集团绝对
控股的一家基金公司，且主要由其

叉持股的痕迹，
并产生关联。
不过，记者无从获知北京合盛

出资，这意味着鼎尚装修从中信国

源、瑞煜基金的主要出资方大业信

瑞煜基金与共和控股这 4 家外部股

安集团或巨合基金管理的资金获取

托、平安信托的资金性质，
属于实际

家民营股东方以 80 亿元现金增资
扩股，
扣除少数股东权益，
中信国

司股东的净利润，其比重同样在

针对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偏

东合计持有中信国安集团逾 69%的

了融资。北京合盛源也向巨合基金

股权出资或债项投资，以及中信国

安集团的净资产增加至 101.2 亿

降低。2018 年一季度，中信国安

高及“以小博大”的投资控股方

股权。中信国安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仍为中信集团，
但其对外确认，
中信

质押了所持中信国安集团全部股
权，该公司持股比例约为 18%。北

安集团参股基金在其中是否仅作为
通道方。上述中信国安集团人士没

元，
增资扩股完成后，
归属中信集
团 21.2 亿元的股东权益评估值对

集团实现了约 1 亿元净利润，其

式，中信国安集团没有向记者作

国安集团既无控股股东，也不存在

京合盛源穿透后的出资方包括自然

有向记者作进一步说明。

应 持 有 中 信 国 安 集 团 约 21% 股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逾 7042 万元，所占比重为 67%，

出回复，也没有评价这种状况可
能产生的影响。

目前，鼎尚装修、北京合盛源、

团合并股东权益超过 444 亿元，
其

其中，中信国安集团对白银

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评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139

司（下称
“中非信银基金”
）担任执行事

估值为 21.2 亿元，与中信国安集

亿元，
对应比重分别为 31%。2015

务合伙人的一只基金，
资金来自平安

年~2017 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45%、

信托。中非信银基金是中信国安集团

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比较，
增值约 1 倍，并以此评估值作为

39%、34%，逐年降低。相当于中

益超过了 100 亿元；
中信国安集团
对中葡股份的合计持股比例为

参股投资的一家基金公司，
这同样意

增资扩股的定价基础。

信国安集团过去 3 年多时间，
合并

44%左右，中葡股份截至 2018 年

股东权益里，公司归属于母公司

一季末的股东权益逾 23 亿元；中

析，当时中信国安集团归属母公

股东权益比重在降低，少数股东

信国安集团对中信国安的间接持

司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1.2 亿元，5

权益比重在增加。
与之对应的是归属于母公

股约 36%，2018 年一季末中信国

股份的直接持股比例仅为 32%，
白银有色 2018 年一季末的股东权

安的股东权益逾 75 亿元。

摒弃传统地产开发模式

泛海控股出售京沪项目聚焦武汉 CBD
本报记者 卢志坤 北京报道

标的公司的存量债务。由此笔

聚焦武汉 CBD

交易带来的资产变化，将使泛海
1 月 21 日 ，泛 海 控 股
（000046.SZ）公 告 披 露 ，将 把 北

控股的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至
行业平均水平以下。

体量庞大业态丰富，同时又得

间更为广阔且更符合公司未来发

王家墩机场，建设辐射华中地区的

三个阶段。武汉 CBD 经过多年的

到地方政府鼎力支持的武汉 CBD

展战略的武汉 CBD 项目，并可依

博览、金融中心的规划目标。泛海

开发运营，目前大致处于第一阶段

京、上海存量地产项目出售给融

业内认为，这笔数百亿体量

项目，显然是泛海地产板块谋变最

托 武 汉 CBD 更 好 地 促 进 公 司 金

以企业之力接手这一特大城市

向第二阶段过渡的状态。

创地产。根据公开信息披露，此

的交易，显示了泛海控股地产板

合适的平台。近年来，泛海控股在

融、战略投资、不动产运营和资产

CBD 项目后，
曾聘请普华永道完成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

次交易泛海控股将从融创地产
获 得 148.87 亿 元（ 其 中 现 金

块甩掉“沉睡资产”，轻装上阵的

金融、战略投资、战略投资板块动
作频频，加之整个宏观政策的转

管理等各项业务的联结，落实业务
板块间互促互进、共同发展的经营

了对武汉 CBD 项目财务可行性研
究、
战略商业计划等一系列规划，
用

1500 家企业入驻武汉 CBD，这些
企业以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休闲

向，使得泛海控股在武汉 CBD 项

理念，推动公司向多元化业务形态

现在的话说，
泛海在武汉 CBD 项目

娱乐、商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为

目上多少有些难以聚焦。

构成的综合型控股公司深入转型。

中扮演着城市运营商的角色。

主。近年来，包括招商银行、平安

125.53 亿元）的交易对价；融创地
产在获得土地的同时，也将承接

谋划，也隐含了泛海摒弃传统地
产开发模式，并借武汉 CBD 项目
“改头换面”
的意图。

而在转让北京、上海地产项目

溯源武汉 CBD 的发展历程可

后，武汉 CBD 成为泛海控股国内
地产板块唯一的平台型资产。泛

以发现，泛海十余年前对该项目的
期待就不同于一般地产项目。武汉

轻资产运营的一种方式。纵观目
前国内外比较成功的城市运营商，

使得武汉 CBD 显现出区域性金融
中心的雏形。而马云在 2018 年初

泛海在 2018 年按时足额偿还了

海控股在近期公告中表示，公司将

CBD 项目位于汉口核心城区，
上世

运营方式大体上包括夯实城市基

的到访，更为武汉 CBD 加上了“智

各类债务超过 71 亿元。

聚焦于自身优势更为突出、发展空

纪 90 年代当地政府就制定了搬迁

础设施、聚拢产业、推动价值提升

慧城市”前景的期待。

“顺势而为”转型轻资产运营
2018 年 是 市 场 流 动 性 颇 为
紧张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
频发的
企业信用债违约，让市场的神经

城市运营商，某种意义上也是

银行、邮储银行分支机构的入驻，

与单纯的城市运营商不同的

2018 年 10 月 3 日，国际评级

是，泛海控股在金融和战略投资上

几乎紧绷了一整年。民营企业、
中小房企、高比例股权质押，
在市

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泛海控股
的长期主体信用评级从“CCC”

场上几乎成为高风险的代名词。

上调至“CCC+”。标普还在评级

已经具备扎实的基础，相信这也是
泛海留下武汉 CBD 这块“试验田”

在“去杠杆”的大潮之下，包

报告中进一步表示，在泛海引入

的重要原因。纵观泛海目前的产

括海航、万达等多家曾经一度高

战略投资者工作上取得重要进

业布局，武汉 CBD 今后很可能将

歌猛进的企业停住了前进的脚
步。对于一向稳健的泛海而言，

展，
负债率明显下降，
盈利能力显
著提升后，标准普尔将会考虑把

成为公司未来业务的重要载体。

市场也一度有了资金链紧绷的传

公司的评级恢复或提升至 B 级甚

未来，泛海地产板块也可依托于武
汉中央商务区的良好基础和优势，

言。在融资收紧的大环境下，经

至更高的水平。

站在城市运营商的角度，实现公司

历过多轮周期考验和市场风浪的
泛海尽管受到波及，但全部按期

在这一形势下，2018 年底的
泛海控股面临两种选择。一方

房地产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

偿还了所有到期债务，
挺了过来。

此外，在武汉大平台上，泛海

面，流动性已逐渐宽裕的泛海可

控股的金融、战投板块，具体包括

泛海控股从 2017 年就开始

以继续推进北京、上海项目的开

证券、信托、保险和股权投资业务，

着 手 去 杠 杆 、防 风 险 。 公 司 在

发；
另一方面，
泛海也可以选择更

或许也将有机会在武汉 CBD 寻求

2017 年中报中表示，下一阶段公

为彻底的轻资产运营方式。

更大发展空间，从而使这家综合性

司将把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

上市公司各业务板块互相促进，共
同做优做强。

时间来到 2019 年初，泛海融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作为工作重

创的大交易为上述假设揭晓了答

点，并充分发挥自身资产质量优

案，
泛海控股选择以时间换空间，

良、所涉行业多元等优势，
积极尝

将北京、上海的优质地产的价值

试创新融资方式，为公司寻求丰

一次性释放，同时聚焦武汉 CBD

富、稳定的资金渠道，
同时借机探

项目，
作为战略转型的平台资产。

图为泛海控股在武汉 CBD 项目。

卢志强的新地产战略考量
在业内人士看来，泛海此举也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在现在的

回过头来看，前述泛海控股

是去地产化的重要动作。所谓去

形势下“去地产化”，或许是顺应了

业逻辑。

那些做了减法的资产相比，这次交

2017 年中报对于未来经营方向
的表述非常到位。战略性地出

地产化，不是不做地产业务，而是
放弃那种拿地盖楼的传统模式，这

天时地利人和那句老话。
有 评 论 分 析 认 为 ，泛 海 出 售

公开资料显示，创业 30 多年
来，卢志强一直坚持金融、地产、投

易的资产其实体量并不算特别庞
大，基本没有超过整个泛海体系资

努 力 在 2018 年 发 挥 了 效 果 。

售京沪地产项目，
“ 充分发挥自

已是行业龙头的共识。但与地产

核心资产给融创，是卢志强商业

资这三个大方向。在金融板块，卢

产的 10%。泛海减去这 10%，不至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前

身资产质量优良”的优势，聚集

行业中的一些大块头相比，泛海还

生涯的一次低谷。上述业内人士

志强“取”了民生银行，对民生保

于伤筋动骨，但若将置换出来的财

三季度，泛海控股剔除预收账款

武汉 CBD，这意味着泛海可以腾

有金融和战略投资这两手牌，去地

就此分析表示，梳理卢志强商业

险、海通证券做了“舍”，所谓“有舍

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泛海眼下更

后的资产负债率下降超过 2 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
据不完全统计，

出更多资源“探索新的资产经营
方式”。

产化后的泛海会有更多的战略腾
挪空间。

生涯的脉络，就不难发现这位商
界大佬一向目光长远，对于业务

才有得”，后来的事实证明机会还
是青睐了这位执着的战略家。

迫切的领域，或许将发挥意想不到
的效果。

索新的资产经营方式，更好地分
散经营风险、提高收益。
泛海控股去杠杆、防风险的

的取舍和平衡也成就了卢氏的商

分析人士认为，与卢志强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