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向可转债有利于
降低上市公司商誉

周科竞

曾几何时， 商誉爆雷成为投资者挥之不去的阴霾，皆
因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时定价过高， 现在有了定向可转债，就
能有效降低收购价格，从而减少商誉，也能有效降低商誉爆
雷风险。

先从卖资产方考虑一下， 原本的支付方式有两种：一
种是直接拿现金，一种是通过换股吸收合并，亦或者是两
者结合。但是直接拿现金有个缺点，那就是卖家已经拿到
钱了， 在目标资产的继续经营上肯定就不会那么上心，毕
竟未来是好是坏跟自己都没啥关系， 如果有业绩承诺，那
么卖资产方就会努力完成业绩承诺即可，而不会付出更多
的努力；如果实在完不成业绩承诺，也可以支付业绩补偿，
反正补偿金额也不可能比自己卖资产获得的多，一般只是
资产售价的一小部分。

而吸收换股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如果资产交易价
格很高，那么吸收换股所得到的股份占比可能会很大，一是有
可能威胁到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二是将来如果所购买的资产
业绩不佳，而新股东又已经将换得的股份质押出去，此时原股
东想索要业绩补偿都很困难。 例如*ST秋林刚刚公告诉讼败
诉，向法院起诉索取业绩补偿，要按照1元的价格回购承诺股东
持股并注销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因为标的股份处于被质押冻
结状态。这也是换股并购的一大风险。

这种资产重组，往往开始的时候如胶似漆，而到目标资产
业绩滑坡的时候，双方就开始扯皮，恨不得大打出手。于是现在
的并购重组，双方都很尴尬，金额定高了，怕将来出现商誉爆
雷；金额定低点换股合并，卖家不乐意，毕竟将来股价什么价位
谁也说不好；如果是直接给现金，不管大股东是不是同意，反正
中小股东一定是不开心，甚至还会怀疑大股东和卖家会不会是
隐藏的关联方。

现在有了定向可转债， 这个东西解决了现在并购重组中
的最大痛点———信任。有了这个东西，可以把交易价格定低
一些，如果上市公司买到的资产业绩不好，那么上市公司股
价未来的表现也不会太好，此时卖家也只能拿到自己的约定
金额，同时由于在可转债到期前，卖家拿到的只是对于上市公
司的债权， 这对于未来上市公司向卖家索要业绩补偿也是很
有利的。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标的资产真的很优质，
那么可以预见未来上市公司的股价一定可以出现大幅上涨，那
么卖家就能通过可转债转股获得非常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也就
能让资产交易设定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 于是商誉就会减少，
未来的爆雷风险也就会大大降低。

从大股东的角度看， 由于定向可转债能够转换多少股票
是可以提前预知的， 所以大股东也不会担心新股东会把自己
的持股比例稀释得太严重， 这对于上市公司的稳健经营也很
有好处。

所以本栏认为，定向可转债应该成为未来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的最主要支付方式，最后强调一点，选择权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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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百特复牌股价狂欢背后：亏损难题待解

复牌首日“一”字涨停

自2018年8月停牌等待是否退市“宣判”的

ST百特，在停牌超一年后，于12月4日迎来复牌

之日。受未被检察机关公诉而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的影响，ST百特股价在复牌首日涨停。

根据ST百特披露的最新公告信息，上海海

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

息罪被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检察院依法

对实际控制人陆永及相关人员李马松提起公

诉，未对公司提起公诉。在法院对陆永、李马松

已作出生效判决、该刑事案件已经结案的情况

下，公司就该刑事案件已无须承担被刑事处罚

的责任。根据规定，经申请，ST百特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股票恢复正常交易。不过，因触及“公司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未消除，ST百特继

续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于2019年12月4日开市起

复牌，证券简称由“*ST百特”变更为“ST百特”。
复牌后的ST百特受到投资者热捧。东方财

富数据显示，久违A股之后，ST百特在12月4日

复牌以涨停价1.38元/股开盘，在大量买单的抢

筹下，公司股价被牢牢封死在涨停板上。截至当

日收盘，尚有28.63万手买单在买一席位上排队

等待买入。整体来看，ST百特复牌首日报收1.38

元/股，上涨5.34%，全天共计成交212万元，换手

率为0.48%。

一度存强制退市风险

实际上，因ST百特涉嫌犯罪案被中国证监

会移送公安机关，公司一度存在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的风险。对于ST百特而言，在12月4日恢复

交易可谓“死里逃生”。

回溯历史，2018年7月4日晚间，ST百特发

布因涉嫌犯罪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

公告。随后，深交所启动对ST百特强制退市机

制。根据原规则，ST百特股票于2018年7月5日

停牌一天，并于2018年7月6日起复牌，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当时证券简称由“雅百特”变更

为“*ST百特”。2018年7月6日复牌之日起至
2018年8月16日，ST百特交易满30个交易日。

之后，ST百特股票于2018年8月17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2018年11月16日，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的通知。ST百特继续

维持停牌状态，且待人民法院对公司作出有罪

裁判且生效后，依据新规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ST百特曾在风险提示公告中

表示，停牌期间，若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或者撤

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

院作出无罪判决，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恢复股票正常交易。

之后，经盐城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江苏省盐

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依法向江苏省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为实际控

制人陆永及相关当事人李马松，并指控陆永、李

马松个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江

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江

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刑事判决。其

中，检察院未对公司提起公诉。

针对ST百特案件问题，上海明伦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智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检察机关没有对公司提起公诉，仅仅表明

公司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是否构成犯罪的界

定标准与重大违法违规的界定标准并不相同，

未被提起公诉的公司依然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

而退市的可能性。但是具体到ST百特而言，由于

证监会处罚早已落地，该公司又解除了被公诉

的风险，退市风险确已解除”。王智斌如是表示。

仍有再被*ST可能

虽然撤销了退市风险警示，但对于ST百特

而言，“烦恼”并未结束。因2018年以及2019年前

三季度公司业绩亏损，若2019年仍为亏损，ST百

特将被再次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而目前的现状

是，ST百特索赔案件缠身，ST百特也坦言这将

对公司2019年业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数据显示，ST百特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993.83万元；2019年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63.33万

元，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仍较弱。根据规定，如果

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负，ST百特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这也意味着，若ST百特2019年亏损，公司将再次

被*ST。
除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仍较弱外，ST百特麻

烦缠身。因ST百特部分债务出现逾期，部分债权

人申请冻结了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且目前ST

百特索赔案件较多。

ST百特称，公司陆续收到南京中级人民法院

发来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截至12月

4日公告日，共计收到1188起起诉公司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的案件，累计索赔金额为9807.9万

元。其中，2018年度公司对715起案件预计负债

4796.98万元，原累计索赔金额为5453.16万元。其

余473起案件，累计索赔金额4354.74万元。

王智斌亦表示，“ST百特的麻烦还远未结

束，截至目前，我们已代理超过千名ST百特投资

者准备向公司提起索赔诉讼，部分案件已取得

一审胜诉判决”。

针对公司业绩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应

ST百特工作人员要求向对方发去采访函，但截

至记者发稿，对方未予以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马嫡）券商、证
券从业人员迎来自律规范新约束。12月4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公布了

《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措施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明确了协会有权对违规的券商

等协会会员、证券业从业人员实施自律措施。

其中提到，采取自律措施的应当记入协会诚

信信息管理系统，存在不配合调查等情形的

可以从重采取自律措施。

《办法》从自律措施适用标准、实施程序、

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等方面提出了

各项规范要求，规定自律措施分为自律管理

措施和纪律处分，其中纪律处分是协会针对

较重违规行为采取的自律措施。实施自律措

施应当遵循惩教结合、依据正确、程序规范、

归责适当、过罚相当五大原则。

就职责分工来看，协会建立案件调查、审

理、复议相分离，职责明确、有效制衡、运转协

调的自律处分工作体制。同一案件的调查、审

理、复议工作人员不得相互兼任。执业检查部

门（以下简称“调查部门”）会同相关业务部门

负责调查核实涉嫌违规事实，法律事务部门

牵头负责初步审理，自律处分委员会负责重

大纪律处分案件的复审和全部案件的复议。

对考试严重违规的从业人员采取纪律处

分、对拒不完成后续职业培训的从业人员采

取自律管理措施或纪律处分的，参照上述职

责分工办理，考试组织部门、从业人员管理部

门视同相关案件调查部门。

从具体采取的自律措施来看，《办法》规

定，对从业人员实施的自律管理措施包括谈

话提醒；要求参加强化培训；警示；责令改正；

责令所在机构给予处理等。对会员实施的自

律管理措施包括要求提交书面承诺；责令进

行合规检查；暂不接受备案或注册等。

相较于自律管理措施，针对较重违规行

为采取的纪律处分更为严厉。《办法》规定，对

从业人员实施的纪律处分包括行业内通报批

评；公开谴责；暂停执业；注销执业证书。对会

员实施的纪律处分包括行业内通报批评；公

开谴责；暂停或者取消协会授予的业务资格；

暂停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

另外，协会综合考量违规性质、危害后

果、社会影响、过错程度等因素，视情节轻重，

对券商等会员以及证券业从人员分别采取自

律措施。

其中，就从业人员的裁量标准而言，从业

人员违规情节较重的，协会可以采取行业内

通报批评、公开谴责、暂停执业的纪律处分；

情节严重的，可以采取注销执业证书的纪律

处分。对会员的裁量标准上，情节较重的，可

以采取行业内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情节严

重的，可以采取公开谴责、暂停或者取消协会

授予的业务资格、暂停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

格的纪律处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采取自律

措施，包括不配合调查，伪造、隐匿、毁灭证据

材料的；对投诉人、举报人等进行打击报复

的；拒不整改或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十二

个月内发生两起以上同类违规行为的；其他

从重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提到，采取书面自

律管理措施或纪律处分的，应当记入协会诚

信信息管理系统；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须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的，应

当及时记入。

《办法》还明确了自律管理与行政执法、刑

事司法的衔接。从业人员被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撤销从业资格、吊销执业证书或者受到刑

事处罚的，协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已生效的行政

或刑事处罚决定，直接注销其执业证书。会员

因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而丧失会员条件

的，协会可直接注销其会员证书。协会在自律

管理中发现自律管理对象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的，应当及时将违法线索移交中国证

监会等有关机关处理；同时违反协会自律规则

的，亦可视情况采取相应自律措施后再移交。

有券商从业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办法》的推出，适应当前证券业自律监管的

新要求，赋予协会更明确的自律监管职责和

监管手段，清晰界定了在券商及从业人员出

现违法违规情况时，应接受的具体惩罚，从而

有效督促券商及从业人员守法自律，促进券

商业高质量发展。《办法》明确了自律管理的

具体措施，给券商及从业者以明确的处罚力

度预期，同时，也明确了自律监管措施与行政

执法、刑事处罚的衔接，加强了自律监管的威

慑力。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协会曾召

开会议，围绕协会自律处分相关规则修订、证

券从业人员失职行为管理及加强科创板中介

机构自律管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认为，加

强中介机构自律管理，压实中介机构责任，自

律组织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证券业自律新规下发 明确从重处罚范围

ST百特（002323）可谓“死里逃生”。自

2018年7月被深交所启动强制退市机制超一

年后， 因检察机关未对公司提起公诉，ST百

特在12月4日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恢复交易。

受此消息影响，ST百特复牌首日“一” 字涨

停。虽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不可否认的是，

ST百特已经在2018年亏损且今年前三季度

继续亏损，若2019年仍为亏损，等待ST百特

的将是再次被“披星戴帽”的命运。而在索赔

案件缠身、部分债务逾期的背景下，如何摆脱

业绩窘境无疑是ST百特接下来需要解决的

一大难题。

ST百特2017-2019年1-9月财务数据一览

■ 营收（亿元）
■ 归属净利润（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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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教结合

依据正确

程序规范

归责适当

过罚相当

实施自律措施应当遵循五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