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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重组落定 浦东虹桥整体上市入跑道

以次充好乱扣费用 微拍堂失真之后

北京商报2021.12.2

交易作价191.32亿元

上海机场首次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5

个月后，“机场茅”重磅重组方案出炉。根据上

海机场发布《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摘要》（以下简称“购买资产草

案”）显示，拟以44.09元/股的价格，通过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机场集团”）持有的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虹桥机场”）

100%股权、上海机场集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物流公司”）100%股权、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第四跑道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浦东

第四跑道”），总交易对价为191.32亿元。

重组草案还显示，经双方协商同意，虹桥

机场、物流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分别为

145.16亿元、31.29亿元，浦东第四跑道的资产

评估值为14.97亿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91.32亿元。

同时，上海机场本次还拟以39.19元/股的

发行价格定增募集不超过50万元配套资金。

重组草案还显示，本次定增募集配套资金在

扣除发行费用并支付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

用于四型机场建设项目、智能货站项目、智慧

物流园区综合提升项目，以及补充上市公司

和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占比分别为

13.02%、16%、3.44%和65.54%。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拟持有与虹桥机

场运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负债及有关业务

人员，其中亦包括了虹桥机场区域范围内商

业租赁、广告业务及相关的经营权业务、广告

公司49%的股权、地服公司10%的股权。

上海机场在购买资产草案中还表示，交

易拟通过注入机场集团所持的虹桥机场相关

机场业务核心经营性资产及配套盈利能力较

好的航空延伸业务，通过上市平台整合航空

主营业务及资产，目的为实现做优做强上市

公司。

此次购买资产草案的发布，代表上海两

家机场将整合至同一家上市公司。业内人士

认为，这或许意味着上海机场同业竞争时代

即将结束。

疫情导致业绩骤降

作为曾经的千亿白马股，上海机场究竟

为什么会选择收购虹桥机场，把母公司的资

产注入进上市公司？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收

购与上海机场受疫情变化影响严重以及与中

免重新签订协议有着较大的关联。

根据上海机场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

告，上海机场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9.44亿元，

同比下降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亏损5.1亿元。从前三季度来看，上海机场净

亏损12.51亿元，上年同期净亏损7.37亿元，亏

损扩大。上海机场方面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逐

渐得到控制，国内航线业务量逐渐好转，但受

限于全球疫情状况，国际航线业务量仍受较

大影响，公司经营压力持续加大，营业收入显

著下降。

而购买资产草案中指出，虹桥机场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盈利能力，物流公司

围绕上海机场开展货运业务，与上海两机场

具有较强的协同效益。收购完成后，本次交易

标的资产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未来业务规模

和盈利水平。

除了疫情导致的业绩大幅下降以外，还

有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机场与中国中免签订

的补充协议也是导致上海机场将母公司资

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因素之一。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上海

机场发布了关于签订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

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公告。根据补充协议，

当月实际国际客流≤2019年月均实际国际

客流×80%时，“月实收费用”按照“月实际

销售提成”收取；当月实际国际客流＞2019

年月均实际国际客流×80%时，“月实收费

用”按照“月保底销售提成”收取。

这意味着，中国中免将销售提成和2019

年国际客流量挂钩，如果客流量少，则可以

少交纳租金。“当前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相应

的租金自然就少了。”上述业内人士分析道。

有望提升上市公司市值

重新注入上市公司后，上海机场能否

再次成为“千亿白马股”，也成为业界关注

的焦点。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

上海机场一直致力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同

时，如何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及规模效应，提

升上海机场的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也是其

一直在思考的。

上海机场方面表示，重组将有利于公

司在浦东、虹桥两个机场优化航线航班的

统一资源配置，提高上市公司运营效率及

盈利能力，带动长三角机场群乃至城市群

的建设发展，更好地辐射长三角等区域经

济带，并增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整体竞

争力；提升上海作为国际物流节点的能级

和国际竞争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将得

到提高，财务状况将得以改善，有利于增强

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民航业内人士林智杰谈到，上海机场选

择此时收购也是因为这个时点比较特殊。一

方面，浦东机场的业绩预期是一个低谷，特别

是国际免税的大幅下滑，这个时候把虹桥注

入，相当于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是一个比较有

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目前浦东机场的股价比

较低，那么在这个时候增发，一个虹桥机场就

能换到更多的股份，有利于机场集团国有资

产的保值增值。

林智杰还提出，同时，这一举措还落实了

国企改革的要求，虹桥机场进入上市公司，完

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及上市，将两家机场整

合到同一家上市主体，有利于机场主业做大

做强。其次，虹桥和浦东业务几乎相同，合并

至一家上市公司，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上海

机场的同行业竞争问题。

而注入虹桥机场后的上海机场未来是否

能重回“千亿”业绩，仍与疫情的影响息息相

关。“未来上海机场能否恢复业绩，仍取决于

国际客流的恢复情况。”林智杰说。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实习记者张怡然

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共同注入上市公司再进一步，“千亿白马机场股”能

否诞生也牵动着业界的神经。12月1日，上海机场开盘快速上涨，5分钟内涨幅一

度超过2%。最终收盘报44.88元，涨幅3.99%。前一晚，上海机场重组方案出炉。值

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以来，上海机场股价持续下挫，至今跌幅超过45%。随着重

组方案的落地，上海机场的股价能否迎来转机？

消费者：

假货、瑕疵品全赶上了

在官网上标示着“源头好货，品质保证”

几个大字的微拍堂，如今却因多位消费者投

诉平台上售卖假货、瑕疵品来充当“好货”而

被频频打脸。

“当时在微拍堂上购买了一枚古钱币，想

用于收藏，但收到货后拿到专业古钱币鉴定

机构去鉴定，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份‘系假冒仿

制产品’的证明，妥妥的假货。”消费者吴女士

表示，原本自己也是看到平台上推出诸多鉴

定、保真的服务，又有各种承诺，这才放下心

来在微拍堂上买点东西，没想到还是没能逃

脱被坑的结局。

不只是吴女士，另有多位消费者同样经

历了类似的遭遇。其中，消费者李先生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自己的爱好就是收藏酒，看到

微拍堂上也有商家在售五粮液，就下了单，到

货后按照酒厂提供的防伪方法进行识别，得

到的信息却与自己手中酒上标示的不一致，

心里直犯嘀咕。而消费者王先生则是在微拍

堂上拍得了一块声称完好无损“无裂痕”的玉

器，可拿到手后却发现上面有很多明显的裂

纹，是一块瑕疵品，与商家沟通后，对方却理

直气壮地说“不退货”。

无论是假货还是瑕疵品，无疑让原本满

怀欣喜进行交易的消费者迎头泼了一盆冷

水。而在与商家及平台客服沟通处理时，也并

非一帆风顺。

据微拍堂平台客服表示，如若遭遇假货

或实物与商家描述不符，可以准备好凭证和

售假的证据联系客服介入处理，如若确实存

在售假等问题，会对商家严肃处理。但李先生

表示，自己提供了防伪证明，却被告知需要再

提供有效鉴定证据。“如果防伪证明都不算，

究竟什么证明才能算？”此时，也有消费者想

要通过评价来警示其他消费者，但王先生表

示，当时在评价中给出了差评，结果这条差评

还被删除了。“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卖家：

乱扣费、霸王条款割韭菜

面对消费者因假货、瑕疵品而饱受困扰，

或许此时会有人产生“看来微拍堂很保护平

台商家”的想法，但实则不然，当下微拍堂上

的商家也不好过，并直指微拍堂“割老商家韭

菜，坑骗新商家”。

在微拍堂开设了店铺并售卖吊坠、手串

等物品的刘先生便因平台乱扣费而心烦意

乱，“先不说此前争议不小的保证金变认证费

让商家交钱的事了，哪怕把这些钱都交了，平

台也会乱扣费”。据刘先生透露，有时买家收

到货后会有调整绳结、打孔之类的需求，这就

需要买家将货品寄回，等按照要求调整完后

再将货品给到买家。“可就是这样一个正常的

操作，微拍堂直接认定我为线下导购，扣了我

1000元的保证金！”

进行售后却被认定违规而被扣款的商家不

是个例，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社交平台

上均有商家反映，为买家提供售后服务如开箱

视频、货物调整，却被平台以线下导购、外网导

购的名义判定违规并扣款，而为了便于收购留

下联系方式也算是违规，扣除保证金1000元，

甚至平台客服回复称不予申诉。“如果是这样，

售后到底该怎么做好？”刘先生无奈地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微拍堂曾进行

过改版，而不少商家却在改版后认为是又一

次地被压榨。“说是平台会给流量，但完全没

有，一开始不让大家私下联系买家，现在又让

大家通过微信、QQ去分享店铺和拍品，如果

分享的多流量也会多，但耗了时间和精力后

实际效果却没有，店铺一年的交易额才几百

元，这是我开店最初根本没有想到的。”商家

赵先生如是说。

内部：

大幅裁员、管理混乱

毋庸置疑，消费者购买到假货、瑕疵品的

遭遇以及商家遭遇霸王条款被乱扣费等事

件，均对微拍堂持续产生着负面影响，该公司

也曾因此吃了一张巨额罚单。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月，微拍堂因虚假

宣传及售假被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惩处，

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微拍堂采取利用注

册协议条款免责的方式，逃避平台经营者主

体审查责任，并放任平台内部分经营者，利用

虚假身份从事售假和侵害消费者财产安全的

经营活动，因此被判处罚款135万元。

而当平台上消费者与商家投诉不断，微

拍堂的公司内部也纷乱不已。有微拍堂内部

工作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莫名裁员、

强制加班、绩效考核不合理……这一系列都

发生在微拍堂内部”。

回顾微拍堂此前大规模扩张时期，公司

员工曾从300人增长到上千人。但据离职员工

爆料，微拍堂已从鼎盛时期的1500多人裁到

不足900人，甚至出现无任何赔偿等暴力裁员

的手段。与此同时，北京商报记者从天眼查发

现，微拍堂成立至今不仅存在多起劳动争议

纠纷，还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

纷、侵害商标权纠纷、拍卖合同纠纷等。

在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看来，

此前微拍堂成立并加码拍卖线上化时，圈内

很多商家也都很看好微拍堂，认为能够给市

场带来一个新渠道，但平台上充斥假货、瑕疵

品以次充好的情况，无疑是在一步步地消磨

消费者的信任，平台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这也

影响着其他正规经营的商家，再加上商家对

平台霸王条款的质疑，微拍堂自己也难以脱

身，均将遭受反噬，将一手好牌打坏。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莫名裁员、强制加班、绩效考核不合理等

网购和直播的热风，也吹到了拍卖行业，令网络拍卖平台

风生水起，也让号称7000万人都在用的微拍堂收割一众流量

与粉丝。然而，一起起消费者购买到假货、瑕疵品的投诉，一件

件商家费用被乱扣的事例，让频频打出“保真”招牌的微拍堂

失了真。近日，北京商报记者便接到多位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

及商家的投诉，不仅自身权益遭受侵害，与平台沟通也难以得

到应有的赔偿，由此揭开了微拍堂热火朝天加码市场背后的

另外一面。

■成立于2014年

■2015年上线

■平台累计用户超7000万

■入驻商家超30万

■拍品类目涵盖

微拍堂的质疑

虹桥机场

100%股权

物流公司

100%股权

浦东机场

第四跑道

泓宇航空

产业基金

上海机场财报数据
（单位：亿元）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

9.43

27.47

-12.51-5.1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本次交易标的指标比例

消费者
销售假货、用瑕疵品以次充好、提交证据被指

不充分、无故删除评价等

商家 乱扣保证金、违规行为判定不公、流量导流设

置不合理、充斥售假影响正规经营商家等

员工

微拍堂发展情况

玉翠

珠宝 紫砂

陶瓷

书画

篆刻
茶酒

滋补

钱币

邮票

等八大品类

资产总额及交

易金额孰高

营业收入

2

14.97

33.49

16.37

145.15
21.79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