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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5� �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2016-44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2016年9月19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16年9

月22日在全资子公司永安康健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其中独立董事孙新生先生以通讯方式

表决），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陈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适度增强公司在面临收购尤其是恶意收购时的防御力，保障公司管理层正常运作及

经营稳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管理，充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公司对《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进行修订。

修订内容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基本薪酬为50万元；董事会认定的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为30万元” ，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骆百能先生、梅松林先生、戴享珍女士、洪仁贵先生为高级管理人员，以

上人员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聘任后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2016年10月12日14:30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

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二、议案三审议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刊登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骆百能先生：1965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营师。 1988年7月至2006年3月历任

中国银行黄冈市城区支行会计员、综合员、会计科副科长、会计科长、支行副行长、中国银行黄冈

市分行个人金融部副经理；2006年3月至2010年8月任公司财务部长；2010年8月任公司审计部

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骆百能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梅松林先生：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曾先后任黄冈红旗纺织厂供销部长、红

旗宾馆总经理、黄冈华光包装厂总经理助理。现担任公司供应部部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梅松林

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戴享珍女士：196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1986� -1997年在原潜江市抗菌素厂工

作， 先后担任车间班长、 生产调度、 车间核算员， 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 劳模、 三八红旗手；

1998-2000年在潜江大可公司工作；2001年进入公司，曾先后在公司担任精烘包车间主任、人力

资源部长、工会主席，现任公司质量部部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戴享珍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洪仁贵先生：1983年2月18日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中粮生化（安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分

厂厂长。 现任公司牛磺酸事业部总经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洪仁贵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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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召开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12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15:00—2016年10

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2016年9月30日

（六）出席对象：

1、截止 2016年9�月30�日下午 3�时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地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康健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6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2016年9月23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持股证明、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

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16�年 10�月 10�日下午 5：00�前与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晓波、邓永红

联系电话： 0728-6204039� � � 0728-6202727

联系传真： 0728-6202797

公司联系地址：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号。

（二）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1、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65� � � �投票简称：永安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00

（2）填报表决意见或表决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填报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年10月12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1.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会议审议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注：1、请在“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

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2、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

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烫手山芋如何处理

经过多次兜兜转转， 匹凸匹还是离不开房地

产业务。 9月21日，匹凸匹公告，上海熠信信息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拟现金出资8200万元收购海航

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1500号的东方大厦4楼整层的商业物业

资产。

“未来也可能会注入一些房地产资产。” 知情

人士透露，五牛基金从房产基金起家，在上海有些

物业资产， 但房地产资产注入并不被市场看好，

“海银系” 花了很大代价从二级市场举牌匹凸匹，

看中的并非其房地产或尚未实质开展的P2P业

务，而是希望掌握壳资源。

“海银系” 在资本市场浸淫多年，曾四度举牌

东方银星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但该公司因“双头

董事会” 而纠纷不断。 而匹凸匹是其真正控制的

上市公司。

对于， 匹凸匹这样一家被监管层屡次处罚的

空壳有多大价值，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壳” 市场将降

温，促进估值体系理性修复，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实

体经济。除了中小投资者的索赔，投服中心近期也

在开展对违法违规上市公司大股东等的支持诉

讼，矛头直指匹凸匹等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此背景

下，“卖壳” 市场更是受到很多限制。

“海银系” 对于手里烫手的山芋未来如何处

理，目前公司仍没有明确公告。五牛基金也没有回

复中国证券报记者的采访。

对于“海银系” 在资本市场的口碑，据投行人

士介绍，“海银系” 一直比较激进，与吴鸣霄、鲜言

等有个小圈子，喜欢“炒壳” ，此前举牌的时候就

是想赚点钱就走。

该人士称， 三年前豫商集团举牌东方银星期

间， 其关联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疑似利用内幕消息

频繁获取收益。豫商集团对东方银星举牌时，其子

公司海银财富调用资金5400万元，买入东方银星

489万股，并随后卖出349万股。 此后，豫商集团再

次举牌，海银财富又跟随买进6.52万股，卖出公司

股票149万股。

五牛基金是“海银系” 成立最早的基金。详式

权益变动书显示，2004年成立的五牛基金近年来

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总

资产分别为1.66亿元、4.52亿元和21.22亿元。

五牛基金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伟曾公开表

示，资产迅速增长的大多为信托、私募。 其私募投

资的重点是互联网、传媒影视、智能制造、医疗等

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去年以来，私募基金、P2P出

现了爆发式增长， 而这些平台上的投资产品隐藏

了大量泡沫，抗风险能力较差。

P2P业务惨淡收场 多次被立案调查

“海银系” 接盘匹凸匹谜局待解

□本报记者 王荣

9月20日，匹凸匹投资者

索赔案开庭，有十多位投资者

向匹凸匹发起索赔。今年3月，

匹凸匹公告，因未及时披露多

项对外重大担保、重大诉讼事

项及2013年年报中未披露对

外重大事项，证监会对匹凸匹

处40万元罚款， 对鲜言处30

万元罚款。 前述投资者认为因

虚假陈述行为而受到损失。

事实上，这也是匹凸匹原

实际控制人鲜言给 “海银

系” 掌门人韩宏伟的遗留问

题。 去年底，“海银系” 以五

牛基金为主力从鲜言手中接

盘饱受争议的匹凸匹。 韩宏

伟与韩啸系父子关系。 大半

年过去， 韩氏父子与鲜言的

关系也从起初的甜蜜期走到

如今对簿公堂。

对于有着同窗情谊的两

者是真翻脸还是另有图谋，

投资者更为关心的是， 韩氏

父子掌控的 “海银系” 对匹

凸匹未来发展有怎样的考

虑， 是否会注入资产让匹凸

匹改头换面， 而不是再次陷

入“资本漩涡” 。

“海银系”入局

9月13日，匹凸匹公告，公司以“关联交易损

害责任纠纷” 为由，将鲜言、荆门汉通、荆门汉达

实业有限公司（简称“荆门汉达” ）、湖北汉佳等

六被告诉上法庭， 要求索赔合计1.98亿元。 事实

上，早在7月14日，上海一中院就已受理此案，并

将于12月1日开庭审理。

这也被认为是五牛基金控制匹凸匹、改选董

事会后，清除原实际控制人鲜言遗留问题的重要

举措。

去年7月-9月期间，匹凸匹股价下跌近30%，

五牛基金关联公司五牛亥尊在二级市场买入公

司1702万股， 占匹凸匹总股本的5%， 达到举牌

线。 随后在10月26日、11月25日，五牛御勉（五牛

基金一致行动人之一） 和五牛基金先后继续增

持，使得五牛基金及其关联方五牛亥尊、五牛御

勉合计持有匹凸匹股权达到9.981%，成为其第一

大股东。

五牛基金共有两名股东，法人股东上海海银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银金控” ）出

资比例为70%，自然人股东韩啸出资比例为30%。

其中，韩宏伟持有海银金控70%的股权，韩啸持有

海银金控30%的股权。 韩宏伟、韩啸系父子关系。

而韩宏伟将其所间接持有的五牛基金全部股权

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韩啸，因此韩啸成为五牛

基金的实际控制人，并在2015年11月28日成为匹

凸匹实际控制人。

资本市场似乎对韩啸并不熟悉。 根据匹凸匹

发布的公告，韩啸，1989年5月出生，从2011年起

担任上海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但对于其父韩宏伟并不陌生。 五牛基金背后

是“海银系” ，其掌舵人就是韩宏伟。

海银金控官网资料显示，集团旗下拥有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20余家，管理资产规模达800亿元，

员工人数约4000人。 1989年-2003年期间，海银

金控以实业起家，从汽车零配件做起，建立了郑

州汽车城。 2003年-2014年，该公司转型发展房

地产和财富管理业务，先后成立五牛基金、海银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豫商集团和银领资本。

此外，“海银系” 在2013年、2015年9月，分别

买入天目药业、新黄浦5%的股份。 匹凸匹公布发

布的详式权益报告书显示，韩宏伟是豫商集团实

际控制人，韩宏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杰宇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东方银星3839.99万股，占东方

银星总股本的29.9999%，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实控人背后关联重重

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海银系” 为何要染

指匹凸匹。

近三年来，匹凸匹（原多伦股份）及鲜言在资

本市场可谓劣迹斑斑， 先后被证监会两次立案调

查、两次公开谴责，1次警告、1次罚款，1次行政监

管，并多次收到上交所的问询函。

对于上海一中院开庭审理的十多位投资者诉

匹凸匹案， 上述投资者的代理律师上海市华荣律

师事务所许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通过庭审

判断，投资者最终获赔概率较大。其法律依据主要

是， 去年年底证监会针对匹凸匹未及时披露多项

对外重大担保、重大诉讼事项做出了处罚。

事实上，7月份，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代

理散户起诉匹凸匹， 将鲜言及原其他七名高管及

匹凸匹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 诉请判令鲜

言赔偿经济损失37万余元，其余八被告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有投行人士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2014年

11月底，鲜言拟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转让给自然

人殷群，最终因对方未付款而夭折。 在五牛基金入

主匹凸匹之前， 资本大鳄吴鸣霄也与鲜言谈过买

壳，但最终不知为何没有谈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颇受关注的ST慧球第一大自然人股东就是吴鸣霄，

而ST慧球被指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鲜言。

上述人士指出，在历经陈隆基、李勇鸿、鲜言

的多次进进出出。多伦股份主营业务变更不断，从

房地产、金融又回到房产，唯一不变的是业绩不见

起色，并一步步走向“空壳” 状态。

“韩宏伟与鲜言之间背后或许有其他协议。”

上述人士指出， 如果不是对鲜言以及公司比较了

解，这个时候接盘令人迷惑。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此致电五牛基金希望能采

访韩啸，以了解五牛基金控制匹凸匹的原因，以及

后续是否有资产注入的打算。 对方告知将讨论回

应，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没有得到回复。

同窗情谊或是纽带。五牛亥尊首次举牌后，匹

凸匹未及时予以披露， 公司及相关人员为此被相

应处罚。 不过，匹凸匹在公告中称，韩宏伟与鲜言

系商学院同班同学， 担心上述关系会将公司卷入

新一轮内幕交易风波。

事实上，韩氏父子与鲜言曾度过一段蜜月期。

2014年上半年， 鲜言通过香港多伦减持匹凸匹，

持股比例大幅下降，有意出让控制权。而当五牛基

金及其一直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9.981%时，鲜言

仍通过匹凸匹中国以及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神龙8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直接及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8.84%股权，两者差距并不大。

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刚成为第一大股

东，韩氏父子就重组了匹凸匹董事会，并向匹凸匹

派驻了高管。同时，原董事长鲜言从匹凸匹正式离

职，韩啸担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了公司。

直到今年3月份， 五牛基金才与鲜言等签署

协议，接手剩余的8.84%的股权，鲜言全身而退，

而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匹凸匹

18.82%股权，巩固了控股权。

不过，到了今年下半年，韩氏父子与鲜言之间

的关系开始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按照匹凸匹的说

法，离职的鲜言转移了公司的核心资产。 公告称，

今年7月6日，公司在事先不知情的状况下，突然

收到控股子公司荆门汉通的通知， 荆门汉通旗下

子公司荆门汉达和湖北汉佳已完成增资事项，并

于6月28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增资对象分别

为深圳柯塞威大数据有限公司（简称“柯塞威大

数据” ）、 深圳柯塞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柯塞威网络科技” ）， 分别增资6000万元和

3000万元。

柯塞威大数据和柯塞威网络科技的股东均为

深圳柯塞威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而柯塞威金

融信息的99%股权归属于鲜言。增资完成后，上述

两家公司将分别持有荆门汉达、 湖北汉佳的75%

股份， 而匹凸匹的持股量均降至25%。 这也意味

着，匹凸匹丧失了对这两家子公司的控制。

荆门汉通是匹凸匹主营业务的核心资产，荆

门汉通旗下两家公司荆门汉达、 湖北汉佳拥有两

个地块尚未开发。 按照匹凸匹的公告，如果按照6

月27日、28日，荆门汉通、荆门汉达以及柯塞威大

数据形成的一系列交易及法律文件， 由于上市公

司的股权被稀释，从估值角度来看，给公司造成的

直接损失达1.44亿元。 这对上半年营收只有0.21

亿元的匹凸匹而言，无疑是重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匹凸匹将鲜言等六被告诉上

法庭，要求索赔1.98亿元后。7月14日，上海一中院

已正式受理此案。

蹊跷的是，在立案近两个月被媒体曝光后，匹

凸匹才仓皇停牌补充披露了具体诉讼信息。 对于

重大诉讼瞒而不报的原因， 匹凸匹在9月14日的

诉讼公告中解释称， 是为避免被告隐匿或转移财

产，公司才延迟披露本次诉讼。

“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宋一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作为上市

公司，对重大诉讼及时披露是法定的义务，匹凸匹

的这一行为涉嫌信披违规。

经营每况愈下

即便是保住了荆门汉达、湖北汉佳，匹凸匹每

况愈下的经营状况或许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上半年， 匹凸匹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控股子

公司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地产业务， 全资

子公司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仍

未正式开展业务，未形成收入。

不过，地产业务业绩并不理想。 公告显示，荆

门汉通开发的项目为荆门“汉通·楚天城” 。 该项

目位于荆门市漳河新区响岭路，计划总投资20亿

元，占地1113.94亩。 除3号地块开发外，其他土地

尚未拆迁完成，不能开发建设。 目前可开发的3号

地块占地420亩，为“汉通·楚天城” 一期开发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56.32万平方米，目前可供出售

楼面面积53.44万平方米。

由于荆门汉通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有效需求

不足，房地产销售缓慢，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876.39万元。

公司表示， 荆门汉通业务所在地湖北荆门的

房地产市场需求在第三季度仍难以改观。 虽然公

司在2016年7月先后设立了上海熠信信息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事聚贸易有限公司，从事物流信

息服务、供应链金融信息科技、大宗商品贸易等业

务， 但新设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规模提升需要

一个过程，公司在2016年第三季度形成的业绩仍

难以弥补上半年形成的亏损， 预计公司前三季度

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年报显示， 匹凸匹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0.21亿

元，同比增长109.45%；净利润亏损1.02亿元。 在预计

前三季度亏损的情况下，第四季度匹凸匹需要加快扭

亏步伐。 否则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将带上ST帽子。

面对经营危机，匹凸匹8月份宣布，转让旗下

互联网金融子公司。 这也意味着匹凸匹终止了

P2P业务。 而在此前，公司为转型互联网金融，高

调将证券简称更名为匹凸匹， 并引发市场广泛关

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终以闹剧收场。

“海银系” 接手后，五牛基金成为了匹凸匹的

操盘者。 资料显示，成立12年间，五牛基金规模从

5亿元成长到超过160亿元，备案的产品200多只，

业务领域覆盖优势不动产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

资、创业投资、海外资产投资以及FOF母基金等。

“金融资产受到严格监管， 注入上市公司的

可能性不大。 ” 业内人士指出，特别是今年以来，

众多金融资产重组被叫停或上市自己终止。 今年

3月， 匹凸匹在澄清公告中也指出，“海银系” 旗

下的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没有通过借壳公

司实现上市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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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业务惨淡收场 多次被立案调查

“海银系”接盘匹凸匹迷局待解

本报记者 王荣

9月20日，匹凸匹投资者索赔案开庭，有十多位投资者向匹凸匹发起索赔。 今年3月，匹凸匹公告，因未及时披露多项对外重大担保、重大诉讼事项及2013年年报中未披露对外重大事项，证监会对匹凸匹处40万元罚款，对鲜言处30万元罚款。 前述投资者认为因虚假陈述行为而受到损失。

事实上，这也是匹凸匹原实际控制人鲜言给“海银系”掌门人韩宏伟的遗留问题。 去年底，“海银系”以五牛基金为主力从鲜言手中接盘饱受争议的匹凸匹。 韩宏伟与韩啸系父子关系。 大半年过去，韩氏父子与鲜言的关系也从起初的甜蜜期走到如今对簿公堂。

对于有着同窗情谊的两者是真翻脸还是另有图谋，投资者更为关心的是，韩氏父子掌控的“海银系”对匹凸匹未来发展有怎样的考虑，是否会注入资产让匹凸匹改头换面，而不是再次陷入“资本漩涡” 。

“海银系”入局

9月13日，匹凸匹公告，公司以“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将鲜言、荆门汉通、荆门汉达实业有限公司（简称“荆门汉达”）、湖北汉佳等六被告诉上法庭，要求索赔合计1.98亿元。 事实上，早在7月14日，上海一中院就已受理此案，并将于12月1日开庭审理。

这也被认为是五牛基金控制匹凸匹、改选董事会后，清除原实际控制人鲜言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

去年7月-9月期间，匹凸匹股价下跌近30%，五牛基金关联公司五牛亥尊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1702万股，占匹凸匹总股本的5%，达到举牌线。 随后在10月26日、11月25日，五牛御勉（五牛基金一致行动人之一）和五牛基金先后继续增持，使得五牛基金及其关联方五牛亥尊、五牛御勉合计持有匹凸匹股权达到9.981%，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五牛基金共有两名股东，法人股东上海海银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银金控” ）出资比例为70%，自然人股东韩啸出资比例为30%。 其中，韩宏伟持有海银金控70%的股权，韩啸持有海银金控30%的股权。 韩宏伟、韩啸系父子关系。 而韩宏伟将其所间接持有的五牛基金全部股权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韩啸，因此韩啸成为五牛基金的实际控制人，并在2015年11月28日成为匹凸匹实际控制人。

资本市场似乎对韩啸并不熟悉。 根据匹凸匹发布的公告，韩啸，1989年5月出生，从2011年起担任上海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但对于其父韩宏伟并不陌生。 五牛基金背后是“海银系” ，其掌舵人就是韩宏伟。

海银金控官网资料显示，集团旗下拥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20余家，管理资产规模达800亿元，员工人数约4000人。 1989年-2003年期间，海银金控以实业起家，从汽车零配件做起，建立了郑州汽车城。 2003年-2014年，该公司转型发展房地产和财富管理业务，先后成立五牛基金、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豫商集团和银领资本。

此外，“海银系”在2013年、2015年9月，分别买入天目药业、新黄浦5%的股份。 匹凸匹公布发布的详式权益报告书显示，韩宏伟是豫商集团实际控制人，韩宏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东方银星3839.99万股，占东方银星总股本的29.9999%，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实控人背后关联重重

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海银系”为何要染指匹凸匹。

近三年来，匹凸匹（原多伦股份）及鲜言在资本市场可谓劣迹斑斑，先后被证监会两次立案调查、两次公开谴责，1次警告、1次罚款，1次行政监管，并多次收到上交所的问询函。

对于上海一中院开庭审理的十多位投资者诉匹凸匹案，上述投资者的代理律师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许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通过庭审判断，投资者最终获赔概率较大。 其法律依据主要是，去年年底证监会针对匹凸匹未及时披露多项对外重大担保、重大诉讼事项做出了处罚。

事实上，7月份，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代理散户起诉匹凸匹，将鲜言及原其他七名高管及匹凸匹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诉请判令鲜言赔偿经济损失37万余元，其余八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有投行人士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2014年11月底，鲜言拟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转让给自然人殷群，最终因对方未付款而夭折。 在五牛基金入主匹凸匹之前，资本大鳄吴鸣霄也与鲜言谈过买壳，但最终不知为何没有谈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颇受关注的ST慧球第一大自然人股东就是吴鸣霄，而ST慧球被指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鲜言。

上述人士指出，在历经陈隆基、李勇鸿、鲜言的多次进进出出。 多伦股份主营业务变更不断，从房地产、金融又回到房产，唯一不变的是业绩不见起色，并一步步走向“空壳”状态。

“韩宏伟与鲜言之间背后或许有其他协议。 ”上述人士指出，如果不是对鲜言以及公司比较了解，这个时候接盘令人迷惑。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此致电五牛基金希望能采访韩啸，以了解五牛基金控制匹凸匹的原因，以及后续是否有资产注入的打算。 对方告知将讨论回应，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没有得到回复。

同窗情谊或是纽带。 五牛亥尊首次举牌后，匹凸匹未及时予以披露，公司及相关人员为此被相应处罚。 不过，匹凸匹在公告中称，韩宏伟与鲜言系商学院同班同学，担心上述关系会将公司卷入新一轮内幕交易风波。

事实上，韩氏父子与鲜言曾度过一段蜜月期。 2014年上半年，鲜言通过香港多伦减持匹凸匹，持股比例大幅下降，有意出让控制权。 而当五牛基金及其一直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9.981%时，鲜言仍通过匹凸匹中国以及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神龙8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直接及间接持有上市公司8.84%股权，两者差距并不大。

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刚成为第一大股东，韩氏父子就重组了匹凸匹董事会，并向匹凸匹派驻了高管。 同时，原董事长鲜言从匹凸匹正式离职，韩啸担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了公司。

直到今年3月份，五牛基金才与鲜言等签署协议，接手剩余的8.84%的股权，鲜言全身而退，而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匹凸匹18.82%股权，巩固了控股权。

不过，到了今年下半年，韩氏父子与鲜言之间的关系开始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按照匹凸匹的说法，离职的鲜言转移了公司的核心资产。 公告称，今年7月6日，公司在事先不知情的状况下，突然收到控股子公司荆门汉通的通知，荆门汉通旗下子公司荆门汉达和湖北汉佳已完成增资事项，并于6月28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增资对象分别为深圳柯塞威大数据有限公司（简称“柯塞威大数据” ）、深圳柯塞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柯塞威网络科技” ），分别增资6000万元和3000万元。

柯塞威大数据和柯塞威网络科技的股东均为深圳柯塞威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而柯塞威金融信息的99%股权归属于鲜言。 增资完成后，上述两家公司将分别持有荆门汉达、湖北汉佳的75%股份，而匹凸匹的持股量均降至25%。 这也意味着，匹凸匹丧失了对这两家子公司的控制。

荆门汉通是匹凸匹主营业务的核心资产，荆门汉通旗下两家公司荆门汉达、湖北汉佳拥有两个地块尚未开发。 按照匹凸匹的公告，如果按照6月27日、28日，荆门汉通、荆门汉达以及柯塞威大数据形成的一系列交易及法律文件，由于上市公司的股权被稀释，从估值角度来看，给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44亿元。 这对上半年营收只有0.21亿元的匹凸匹而言，无疑是重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匹凸匹将鲜言等六被告诉上法庭，要求索赔1.98亿元后。 7月14日，上海一中院已正式受理此案。

蹊跷的是，在立案近两个月被媒体曝光后，匹凸匹才仓皇停牌补充披露了具体诉讼信息。 对于重大诉讼瞒而不报的原因，匹凸匹在9月14日的诉讼公告中解释称，是为避免被告隐匿或转移财产，公司才延迟披露本次诉讼。

“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宋一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作为上市公司，对重大诉讼及时披露是法定的义务，匹凸匹的这一行为涉嫌信披违规。

经营每况愈下

即便是保住了荆门汉达、湖北汉佳，匹凸匹每况愈下的经营状况或许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上半年，匹凸匹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控股子公司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全资子公司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仍未正式开展业务，未形成收入。

不过，地产业务业绩并不理想。 公告显示，荆门汉通开发的项目为荆门“汉通·楚天城” 。 该项目位于荆门市漳河新区响岭路，计划总投资20亿元，占地1113.94亩。 除3号地块开发外，其他土地尚未拆迁完成，不能开发建设。 目前可开发的3号地块占地420亩，为“汉通·楚天城”一期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6.32万平方米，目前可供出售楼面面积53.44万平方米。

由于荆门汉通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房地产销售缓慢，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76.39万元。

公司表示，荆门汉通业务所在地湖北荆门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在第三季度仍难以改观。 虽然公司在2016年7月先后设立了上海熠信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事聚贸易有限公司，从事物流信息服务、供应链金融信息科技、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但新设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规模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公司在2016年第三季度形成的业绩仍难以弥补上半年形成的亏损，预计公司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年报显示，匹凸匹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0.21亿元，同比增长109.45%；净利润亏损1.02亿元。 在预计前三季度亏损的情况下，第四季度匹凸匹需要加快扭亏步伐。 否则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将带上ST帽子。

面对经营危机，匹凸匹8月份宣布，转让旗下互联网金融子公司。 这也意味着匹凸匹终止了P2P业务。 而在此前，公司为转型互联网金融，高调将证券简称更名为匹凸匹，并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终以闹剧收场。

“海银系”接手后，五牛基金成为了匹凸匹的操盘者。 资料显示，成立12年间，五牛基金规模从5亿元成长到超过160亿元，备案的产品200多只，业务领域覆盖优势不动产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创业投资、海外资产投资以及FOF母基金等。

“金融资产受到严格监管，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能性不大。 ”业内人士指出，特别是今年以来，众多金融资产重组被叫停或上市自己终止。 今年3月，匹凸匹在澄清公告中也指出，“海银系”旗下的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没有通过借壳公司实现上市的计划。

烫手山芋如何处理

经过多次兜兜转转，匹凸匹还是离不开房地产业务。 9月21日，匹凸匹公告，上海熠信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现金出资8200万元收购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00号的东方大厦4楼整层的商业物业资产。

“未来也可能会注入一些房地产资产。 ”知情人士透露，五牛基金从房产基金起家，在上海有些物业资产，但房地产资产注入并不被市场看好，“海银系”花了很大代价从二级市场举牌匹凸匹，看中的并非其房地产或尚未实质开展的P2P业务，而是希望掌握壳资源。

“海银系”在资本市场浸淫多年，曾四度举牌东方银星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但该公司因“双头董事会”而纠纷不断。 而匹凸匹是其真正控制的上市公司。

对于，匹凸匹这样一家被监管层屡次处罚的空壳有多大价值，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壳”市场将降温，促进估值体系理性修复，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除了中小投资者的索赔，投服中心近期也在开展对违法违规上市公司大股东等的支持诉讼，矛头直指匹凸匹等公司实际控制人。 在此背景下，“卖壳”市场更是受到很多限制。

“海银系”对于手里烫手的山芋未来如何处理，目前公司仍没有明确公告。 五牛基金也没有回复中国证券报记者的采访。

对于“海银系”在资本市场的口碑，据投行人士介绍，“海银系”一直比较激进，与吴鸣霄、鲜言等有个小圈子，喜欢“炒壳” ，此前举牌的时候就是想赚点钱就走。

该人士称，三年前豫商集团举牌东方银星期间，其关联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疑似利用内幕消息频繁获取收益。 豫商集团对东方银星举牌时，其子公司海银财富调用资金5400万元，买入东方银星489万股，并随后卖出349万股。 此后，豫商集团再次举牌，海银财富又跟随买进6.52万股，卖出公司股票149万股。

五牛基金是“海银系”成立最早的基金。 详式权益变动书显示，2004年成立的五牛基金近年来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总资产分别为1.66亿元、4.52亿元和21.22亿元。

五牛基金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伟曾公开表示，资产迅速增长的大多为信托、私募。 其私募投资的重点是互联网、传媒影视、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去年以来，私募基金、P2P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而这些平台上的投资产品隐藏了大量泡沫，抗风险能力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