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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ST 华泽官方网站突

然停摆，原因是公司拖欠了官网

运营费。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为

何这点钱都付不起？分析上市公

司数据发现，近来陷入困境的

*ST 华 泽 持 续 亏 损 ，2015 年 、

2016 年公司分别净亏损 1.55 亿

元和 4.04 亿元；2017 年前三季

度，公司净利润亏损 1.15 亿元。

截至 2017 年三季度末，*ST 华泽

货币资金余额只有 100 多万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下，货币资金

余额更是只有 177.92 元。穷到如

此地步，在A股也是罕见。

*ST 华泽 2015 年报显示，公

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8.64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旗下非上市公司所

欠。其中，有 14.97 亿元为违规占

款。根据上市公司在今年 1 月 12

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审计师可以

确认的资金占用金额约13亿元。

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实际控制

人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了上市公司

的资产。

资本市场关联交易的存在有

其积极意义，比如可降低交易成

本，增加流动资金的周转率，也可以减少企业税负和企业经

营成本。但是，更多的时候，关联交易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玩大玩坏了。具体的操作手法一般包括，通过关联交易操

纵利润、资产重组剥离上市公司负担、采用资产租赁和委托

经营业务输送利益、关联方资金占用等。

从实际情况来看，前两种方式使得上市公司的会计

报表十分好看，但这却是虚假的繁荣。通过关联交易进行

利润操纵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将即将或者已经亏损的企业

瞬间变为盈利状态。从财务核算来看，一般是通过“其他

业务收入”“其他应收款”等会计科目赚取表面的“利润”。

因此，这并不能真正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只是哄骗投

资者罢了。相较而言，后两种关联交易就更显得赤裸裸。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本来属于全体股东的资产，通过

“乾坤大挪移”变成了自己实际控制的非上市公司的债

务，形成事实上的资金长期占用，变相为非上市公司“输

血”，在会计上就会体现为大量的应收账款或者预付账

款，等等。

在资本市场上，有不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关联交

易搞得眼花缭乱，十分烧脑，其出发点无非“私利”二字，损

千万投资者之利肥一己之私利。无论哪种关联交易方式，

一旦超出正常经营的需要，甚至达到了蔑视法律、损害投

资者利益的地步，其实际控制人应该及时警示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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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 股市场又迎来“举牌增持
潮”，多家上市公司获产业资本（包含公
司、高管以及实际控制人等）举牌增持。截
至 1月 19日，年初至今已有大商股份、燕
京啤酒、万邦达、鹿港文化等12家上市公
司发布了被产业资本举牌的公告。

具体来看，大商股份 1 月 16 日晚间
发布公告称，截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
司股东大商集团及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342972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5%，本次权益变动前大商集
团 及 大 商 管 理 合 计 持 有 公 司 股 票
58743817股，持股比例20%。燕京啤酒则
于 1 月 15 日晚间公告称，上海重阳集团
有限公司于 1月 11日通过深交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增持约 1348.22 万股燕京啤
酒的股份，交易均价为 7.285 元/股。此次
权益变动后，由重阳投资和重阳战略作为

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的基金、担任投资顾
问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以及重阳集团通
过二级市场交易累计持有公司股票 1.41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触及举牌线。

此外，今年以来产业资本累计净增持
超70家上市公司股票，变动部分涉及资金
超20亿元。其中，约12家公司股票产业资
本净增持金额均在 5000 万元以上，联络
互动、文投控股、华胜天成、红豆股份产业

资本净增持金额均在1亿元以上，京山轻
机、维维股份和交大昂立等8只个股获得
产业资本净增持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
授张永冀认为，一般情况下，存在股权分
散、大股东占股份比重通常不超过 10%，
股价偏低、存在破净、市盈率较低，所处行
业存在整合重组趋势，以及总股本较小且
不存在未解禁限售股这四大特征的个股
更容易被增持举牌。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获产业资本举
牌增持，也表明这些上市公司的资产价
值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对产业资本的
吸引力大幅增强。不过，部分上市公司
被频繁举牌增持，也给市场带来炒作空
间，投资者应理性投资。”张永冀表示。

多家上市公司获产业资本举牌增持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日前，有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营
业管理部发布《关于开展为非法虚拟
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自查整改工
作的通知》，要求辖内各法人支付机
构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在本单位及分
支机构开展自查整改工作，严禁为虚
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并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支付通道用于虚拟货币交易。

此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曾
发布关于防范变相代币发行融资

（ICO）活动的风险提示，提示称，自
去年 10 月份以来，一种“以矿机为
核心发行虚拟数字资产”（IMO）的
模式开始出现，发行的“虚拟数字资
产”包括链克、流量币、BFC积分等，
存在风险隐患，值得警惕。

有专家认为，近期种种整顿措
施的加码，或许意味着我国相关部
门对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的清理整
顿将再升级。

为打击非法集资、洗钱、诈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的安
全和稳定，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虚
拟货币市场保持严监管态势。早在
去年9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
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
资风险的公告》中就明确指出，代币
发行融资（ICO）行为涉嫌非法集资、
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发售代币票
券等违法犯罪活动，任何组织和个
人应立即停止从事ICO。

在严监管之下，国内绝大部分
比特币集中交易平台均宣告关闭，
有关比特币的大规模二级市场逐渐
淡出市场视线，大部分 ICO 项目完
成清退工作。不过，有部分异化的
ICO项目开始面向大众发行代币。

在变相代币发行融资兴起的同
时，部分比特币交易平台通过合作、
海外设立等关联方式在海外“死灰复

燃”，以挂摘牌、点对点等方式继续提
供比特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场外交
易”。这类“场外交易”目前不受监管，
无法保障资金安全，部分平台可能涉
嫌虚构资金名目，面临法律风险。

此外，近期比特币价格也遭遇
剧烈波动。据比特币交易平台Bit-
finex 报价显示，1 月 17 日，比特币
价格一度跌破 10000 美元关口，日
内重挫近 30%。和去年 12 月中旬
一度逼近2万美元大关时相比，比特
币已距离纪录最高点跌去逾 40%，
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一些投资者
损失惨重。

基于以上诸多因素，市场人士
分析，未来针对 ICO、虚拟货币或将
有更清晰完善的整顿措施落地。广
大消费者和投资者应认清虚拟货币
市场的本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理
性投资，不要盲目跟风炒作。

严禁支付机构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

虚 拟 货 币 监 管 再 升 级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在日前举行的第 151 场银
行业新闻例行发布会上，新疆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
寿表示，2017年新疆银监局积极引导辖区内银行业回归
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并取得积极成效。2017 年前 11 个
月，新疆银行业支持固定资产投资表内外融资 2668.39
亿元，新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7万亿元，较 2017年初
增长33.2%，增速全国第一。

王俊寿表示，2017 年新疆银监局紧紧围绕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引领银行业回归本源，全力以
赴服务地方，建设大美新疆，积极推动丝绸之路核心区
建设。截至2017年11月末，新疆银行业支持“五大中
心”“三基地一通道”建设表内外融资 3221.50 亿元，
较年初增长9.66%。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末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有
144家，3752个网点，新疆银行业资产余额3.05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80%；全年实现净利润 348.64亿元，同比增
长 13.93%；各项贷款余额 1.79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0.24
万亿元，增幅 15.16%；不良贷款率 1.42%，较年初下降
0.07个百分点。

去年前11个月完成融资超2668亿元

银行业积极融通资金支持新疆建设

本版编辑 孟 飞

经过专项行动，整治银行

业市场乱象有了良好的开端，

但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

的，一些领域积累的矛盾还会

继续在银行业显现，一些业务

发生变异，潜藏着新的风险

点，要实现银行业的长治久安

必须根除乱象产生的体制机

制因素

2017 年，中国银监会启动的“三三
四十”专项整治行动，对我国银行业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银监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已有了良好
的开端，但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
一些领域积累的矛盾还会继续在银行业
显现，一些业务发生变异，也潜藏了新的
风险点，要实现银行业的长治久安必须
根除乱象产生的体制机制因素。

9个月查出问题近6万个

“三三四十”专项整治行动是指在银
行业全系统开展的“三违反、三套利、四
不当、十乱象”大检查。其中，“三违反”
指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
部规章；“三套利”指监管套利、空转套
利、关联套利；“四不当”指不当创新、不
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十乱象”
指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
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廉洁风
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涉及非法
金融活动等十个方面市场乱象。

自 2017 年 3 月末以来，共查出问题
5.97万个，涉及金额17.65万亿元。

记者了解到，“三三四十”行动的背
景有两个：一是，在银监会2016年7月份
开展的“两加强两遏制”专项整治的基础
上的进一步发力；二是，在我国经济从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银行
业各种矛盾开始集聚，银监会必须着手
化解这些矛盾，并持续推动行业稳定、持
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记者从银监会获取的专项治理情况
显示，在“三违反”专项治理中，各级监管
机构共检查发现问题 11534 个，涉及金

额 4.15 万亿元，其中信贷、票据、同业和
理财等具体业务领域的问题最为突出，
内控及管理层面问题较多。在“三套利”
专项治理中，各级监管机构共发现问题
4060 个，涉及金额 3.78 万亿元，主要集
中在监管套利部分，突出表现在同业、理
财（资管业务）、银信合作、部分表外业务
等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业务中。
在“四不当”专项治理中，各级监管机构
发现各类问题 1.28 万个，涉及业务金额
6.16 万亿元，主要集中于“不当交易”方
面，涉及金额占比为 96%。在“十乱象”
治理中，各级监管机构共发现问题 3.13
万个（次），涉及金额3.56万亿元。

重拳出击成效显著

实际上，对银行机构进行的系列专
项治理工作，既是对原有监管规定的重
申，也是对重点领域监管要求的进一步
明确，还是对银行业经营管理标准的一
次全面梳理和体检。

上述银监会负责人表示，通过严格
执行法律、法规，依法惩处不规范的经营
和套利行为，严肃整治非法业务和高风
险业务，让套利者无利可图，让违规者得
到应有惩处。

在监管重拳出击下，一些积累的矛
盾得到有效化解，一些突出的问题得到
切实解决，一些大案要案得到严肃查处，
银行业整体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上，目前“脱
实向虚”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对实体
经济的资金供应较为充足。2017 年前
11 个月，银行业新增贷款 13.3 万亿元，
贷款增速自 2015 年以来首次超过同期

资产增速，占同期新增资产比例比去年
同期大幅提高29.8个百分点。信贷资源
配置效率也有所优化，制造业贷款增速
由负转正，并继续保持正增长态势。同
时，金融可获得性有所提高，用于小微贷
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和基础设施行
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15.8%、44.9%和
17.3%，增速均高于贷款平均增速。

同时，创新业务也回归理性。乱搞
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等严重干
扰金融市场秩序的不规范行为得到初步
遏制。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银行间相
互购买、代持理财产品的现象得到缓解，
理财产品特别是同业理财累计净减 3万
亿元，理财中的委外投资较 2017年初减
少5888亿元。

通过专项整治，表外业务逐渐回归
表内，“影子银行”行为有所遏制，委托贷
款中的“金融机构委托贷款”同比少增
889 亿元，表外业务增速由过去的 50%
以上降到了19%。同业业务挤压出虚增
的“泡沫”，商业银行同业资产负债自
2010 年首次收缩，余额分别比 2017 年
初减少2.8万亿元和8306亿元。

监管高压仍将持续

2016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的
中央经济会议提出，2017 年要把防控金
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
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
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在2017年3月份召开的国务院
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定调
强监管，强调坚决治理各种金融乱象，把
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2017年，银监会
全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452件，其中
处罚机构1877家，罚没29.32亿元；处罚
责任人员 1547名，其中罚款合计 3759.4
万元，并对270名相关责任人取消一定期
限直至终身银行业从业和高管任职资格。
其中，对广发银行一次性罚没7.22亿元，
对涉及该案的13家出资机构罚没金额合
计13.41亿元，整体案件罚没合计超过20
亿元，对不法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

对于 2018年的整治工作，银监会在
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
市场乱象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将重点整
治 8个方面：一是公司治理不健全，包
括股东与股权、履职与考评、从业资质
等方面。二是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包括
违反信贷政策和违反房地产行业政策。
三是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包
括违规开展同业业务、理财业务、表外
业务、合作业务等 4个要点。四是侵害
金融消费者权益，主要是与金融消费者
权益直接相关的不当销售和不当收费。
五是利益输送，包括向股东输送利益、
向关系人员输送利益。六是违法违规展
业，包括未经审批设立机构并展业、违
规开展存贷业务、违规开展票据业务、
违规掩盖或处置不良资产等 4 个要点。
七是案件与操作风险。八是行业廉洁风
险，包括业务经营和信息管理两个方面。

“银监会将继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
严肃监管氛围，依法从严问责违法违规
行为，特别是对那些问题查的不彻底、整
改不到位、问责流于形式的加大处罚力
度，真正使铁的制度、铁的纪律得到铁的
落实，坚决打赢银行业风险防范化解攻
坚战。”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说。

银行业“三三四十”专项整治行动收官——

成效初显 整治乱象“药不能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30分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赤岗北路 010 号（实际为红花坡路 30 号）工业

厂区固定资产5年的租赁权（含15066.07㎡的厂房、车

间及厂房内的行车、龙门吊及厂区内的附属设施），标

的物情况详见评估报告。

参加竞买者需先行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万

元整，并携带有效证明文件及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报名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7 日 16 时前。未成交者，竞买保证金于

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保证金账户：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长沙袁家岭支行

账号：585957349682。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月26日

16时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15874191819贺女士

公司及拍卖会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

中央1栋1919

工商监督：0731-89971678

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特别提示：债权转让挂牌有效期满，只产生一个符

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将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产生两
个（含）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将采取网络竞价
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13509608533 林先生
18603054198 刘先生

项目编号：1001180100010
项目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对上
海荷丹物资有限公司享有的（2015）沪一中民六

（商）初字第410号案项下债权
转让底价：人民币12000万元
保证金：挂牌截止日17:00前（到账为准），交纳保
证金人民币4000万元
项目简介：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委托
我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对上海荷丹物资有限
公司享有的（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 410
号案项下债权，标的所在地在上海市。截至2018
年 1 月 1 日，标的总额：人民币 19846.47 万元，其
中，本金：14800万元；利息：5046.47万元。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

所相关信息披露网www.qex.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
53层。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