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 公司

责编 | 王莹

２０17 年 11 月 13 日

赵薇夫妇 51 倍杠杆收购大戏演砸 5 年内禁入证券市场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孙婉秋

一个月前， 赵薇哥嫂因天价离
婚案，涉嫌规避减持新规，搅动资本
市场和娱乐圈。

底， 龙薇传媒与上市公司万家文化

人员， 赵薇、 黄有龙将面临何种处

第一大股东万家集团宣布， 双方签

罚？
《告知书》显示，根据当事人违

署《股权转让协议》，前者将以 30.6
亿元的总价收购上市公司 1.85 亿
股(占总股本的 29.13%)。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
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龙薇传媒为赵薇旗下公司，注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证监会拟决定

一个月后，深水炸弹再现，涟漪

册时间(2016 年 11 月 2 日)仅为该

对龙薇传媒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

四起， 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赵
薇及其丈夫黄有龙。

交易发生前的一个多月，注册资本
为 200 万元， 由赵薇及孙丹两人出

处 60 万元罚款;对黄有龙、赵薇等
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

11 月 9 日， 祥源文化晚间公
告， 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

资成立，其中赵薇持股 95%，为实
际控制人。

款;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
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

入事先告知书，万家文化(更名为祥
源文化)、龙薇传媒等涉嫌信披违法

名人效应必然带来更多关注
的目光，彼时，市场对于 30.6 亿元

五条、 第六条的规定， 证监会拟决
定：对黄有龙、赵薇等分别采取 5 年

违规案已调查完毕， 依法拟对龙薇

的收购资金来源颇有质疑。 后经交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传媒、万家文化、黄有龙、赵薇、赵
政、 孔德永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

易所发函追问， 龙薇传媒回复披
露，用以收购的 30.6 亿元资金中，

对此，知名律师严义明表示，赵
薇等人在本身资金准备不足的情况

入。

股东 (赵薇) 自有资金借款仅为

下，贸然宣布对一家公司进行收购，

6000 万元， 其余资金来源为向第

对投资人的误导是明显的。 因为处

五宗罪

三方机构西藏银必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西藏银必信)借款 15 亿元，

公告中， 证监会列举了龙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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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金融机构股票质押融资 15

罚的公布， 因此受损的投资人可起
诉要求赔偿， 并对潜在的冒险者是
一种威慑，对规范市场有积极意义。

媒的五大罪状：

亿元。

总 数 由 原 先 的 1.85 亿 股 调 整 为

“过山车”一般。

1.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
备不足， 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

一半来自借款， 一半来自股权
质押，这也意味着赵薇仅用 6000 万

3200 万股，总价款也从 30.6 亿元调
整为 5.29 亿元。

1 月 12 日万家文化宣布赵薇
入主之后， 停牌 32 个交易日之久

是谁导演这场戏?

师屠永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
采访时强调， 从该告知书的内容来

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
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 且贸然予
以公告， 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

元的自由资金，便撬动了一笔 30 亿
元的交易，51 倍的收购杠杆让市场

3 月 27 日， 第二个转折点开
始，万家文化发布晚间公告称，万

的万家文化在 5 日之内涨幅达到
了 36%。 随后赵薇入主失败，三个

那么，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在这起
收购大戏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看，假设事实成立的话，其认为对赵
薇夫妇拟处罚的市场禁入并不算严

《告知书》披露，黄有龙作为龙
薇传媒的代表，组织、策划、指派相
关人员具体实施本次控股权转让事
项， 实际与万家集团实际控制人孔

厉。

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

误导。
2.龙薇传媒关于筹资计划和安

错愕不已。
2017 年 1 月 11 日， 龙薇传媒

家 集 团 向 龙 薇 传 媒 转 让 约 5% 股
权的交易尚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

交易日内公司股价最大跌幅达到
16%。 在 1 月 12 日至 2 月 24 日的

曾通过万家文化回复上交所问询函

排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重大
遗漏。

披露赵薇夫妇的财富规模， 以此证
明自己的还款能力。 赵薇夫妇持有

手续， 原因是龙薇传媒未提供股
份过户所需文件， 也未派人前来
配合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让人诧

22 个交易日内， 万家文化股价的
振幅达到了 46.8%。 2017 年 4 月 1
日，万家文化公告《解除协议》。 此

3.龙薇传媒未及时披露与金融
机构未达成融资合作的情况。

多家 A 股、 港股上市公司股权、不
动产等，共计 56.63 亿元的身家，但
公告中并未明确写明质押的股权是
哪家公司的股权。
随后该事件继续向着人们意想

异的是， 双方彼此不追究任何违
约责任。 这也意味着，这场撩动人
心的收购大戏以赵薇的全身而退
告一段落。
从 欲 30 亿 元 收 购 万 家 文 化

后，万家文化股价持续下跌。 2017
年 7 月 18 日， 万家文化股价跌至
最低点 8.8 元。 距离半年前 25 元
的股价高点， 股价跌幅高达
64.8%。

购万家文化控股权，并指派人员进
行融资安排、信息披露。

并支持收购控股权事项，在《股份转

市场禁入；严重违反法律、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 获取违法利益数额特
别巨大的，还可以终身禁入。
屠永军表示，根据《证券市场
禁入规定》，赵薇夫妇若被处以 3－5

不到的方向发展。

30%股权， 成为万家文化实际控制

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年的市场禁入，那么赵薇夫妇应当

2 月 13 日晚间，故事发生了第
一个转折点。 由于龙薇传媒融资遇

人；到变脸为 5 亿元收购 5%股权，
只做个普通投资者； 再到最后一股

随着收购的缩水和泡汤， 万家
文化股价几近腰斩， 无数的散户充
当了“接盘侠”。

议》等上签字，在中信银行查询个人
征信报告时提供资料协助， 在公告

立即停止从事证券业务或者停止
履行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

收购大剧

到难题， 双方决定对本次交易事项
进行调整。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龙薇

不买，并且拿回首付款、也不付违约
金， 赵薇的这一系列动作让人瞠目

发布前看过信息披露内容。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也不
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

向来在资本天空翩然飞舞的
“小燕子”为何被禁飞？

传媒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签署了
《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结舌。

该事件起源于 2016 年 12 月

将转让给赵薇旗下龙薇传媒的股份

对此，《告知书》称，上述行为造
成万家文化股价大幅波动， 引起市
场和媒体高度关注， 严重影响了市
场秩序，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

4.龙薇传媒对无法按期完成融
资计划原因的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5.龙薇传媒关于积极促使本次
控股权转让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披
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与此相对应的是， 万家文化的
股价在这一段时间中犹如坐上了

德永进行控股权转让谈判， 决策收

赵薇在黄有龙告知其收购万家
文化控股权事项后，表示同意，知晓

处罚不算重
作为对该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根据证监会 《证券市场禁入规
定》，对相关人员实行市场禁入最低
是 3－5 年，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的
相关责任人员可以处以 5－10 年的

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
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

大业股份登陆 A 股 打造胎圈钢丝领军品牌
｜ 木淼

1.56 亿元， 上年同期为 1.43 亿元，
同比增长 6.29%-9.09%。

11 月 13 日， 山东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股份”）登陆

角轮胎等国内知名轮胎生产商以
及住友橡胶、普利司通、固铂轮胎、
韩泰轮胎、锦湖轮胎等国际知名轮
胎生产商，初步形成了内外销同步
发展的业务格局。 公司拥有的“大

A 股， 公司发行新股 5200 万股，发
行后总股本 20800 万股。 这对大业

业”注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大业”牌胎圈钢丝被评为山东

抓国家提倡振兴传统制造业的历史
机遇， 时刻关注着行业的需求变化

股份来说， 无疑是公司发展的新里
程碑。

省名牌产品、中国橡胶工业推荐品
牌产品。

以及发展趋势， 不断提高产品技术
工艺与产品的创新能力， 满足客户

据了解， 大业股份的前身为诸
城市大业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重创新、重质量

的多样化需求， 以此打造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 确保技术与市场的领先

2003 年 11 月 24 日,诸城市大业金
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11 年
3 月 18 日，诸城市大业金属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山东大业股
份有限公司。
大业股份主营业务为胎圈钢
丝、钢帘线以及胶管钢丝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产品主要应用于乘用车

大业股份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副会长单位， 也是中国橡胶工业协
会骨架材料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
位、高新技术企业、《胎圈用钢丝》国
家标准主要承担制定单位。
公司高度重视产品制造过程的
质量管理，通过了 ISO9001:2008 和

轮胎、载重轮胎、工程轮胎以及航空
轮胎等各种轮胎制品。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凭借突出
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制造工艺水平，
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橡胶骨架材料
行业中的市场地位，发展成为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胎圈钢丝制造企
业。 公司现有客户包括中策橡胶、

ISO/TS16949:2009 的 质 量 体 系 认
证， 依靠持续改善质量管理体系来
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先后获得
通用科技、固铂轮胎“优秀合作供应

风神股份、赛轮金宇、双星轮胎、三

2011 年，大业股份研发的“万

商”、“优秀供应商”以及中国橡胶工
业协会 “中国橡胶工业优势品牌
奖”、“中国橡胶工业推荐品牌”等荣
誉称号。

大业股份高管在路演活动中表
示，十多年来，大业股份秉承着“追
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发展理念，紧

吨/年子午线轮胎专用超高强度胎
圈钢丝产业化技术” 获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 年，公司“子午线轮胎专用高
性能胎圈钢丝产业化项目” 列入国

坊市企业重点实验室；2014 年，公
司被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认
定为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高性能轮
胎胎圈钢丝工程研究中心， 并经全
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意建立了

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2013

“橡胶骨架材料标准研发基地”，负

年，公司被评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2014 年，公司被全
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列为 “橡胶
骨架材料标准研发基地”；2016 年，
公司获批设立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
因为注重技术创新、 产品研发
和人才培养， 大业股份的技术中心
被认定为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潍

责橡胶骨架材料标准研发工作。
目前， 大业股份持有 1 项发明
专利、79 项实用新型专利， 且现有
的“大业”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 大业
股份重视与有关高校及科研院所的
合作， 积极借助外部研发机构的力
量， 与复旦科技园签订技术服务协

议，与上海交大技术转移中心、上海
理工大学、 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设
备研究所等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模
式，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技术创新
能力。

确保领先，勇往直前
2014 年-2017 年 6 月，大业股
份的营业收入为 11.35 亿 元 、6.18
亿元、14.01 亿元、8.41 亿元，呈现良
好的态势。
而根据大业股份 10 月 23 日发
布的 2017 年业绩预告， 预计公司
2017 年全年净利润为 1.52 亿元-

地位。
大业股份已实现胎圈钢丝年产
量 20.79 万吨， 行业内市场份额占
有率高达 25%以上，以绝对优势成
为全国领先的胎圈钢丝龙头企业，
巩固了自身在橡胶骨架材料行业的
领先地位。
上市以后， 大业股份将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融资平台， 进一步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产权主体多元
化， 实现对公司有形资产和无形资
产的有效运营， 充分发挥公司的技
术和管理优势；努力把企业做大、做
强、做精，做永续经营的百年名企，
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共赢和可持
续发展， 以更加优异的经营业绩来
回馈全体股东和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