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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二重主动退市方式选择效应分析
——基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视角

【摘要】 2015年5月，∗ST二重在上交所正式摘牌，成为2014年退市制度改革后A股市场主动退市第一股，此举对资

本市场造成了一定影响。从业绩情况、行权价格、股权结构和累计超额收益率四个角度分析“要约收购方式”和“股东大会

方式”主动退市方式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影响，对于主动退市企业的退市方式选择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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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

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拉开了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

的大幕。本次改革侧重于保护退市企业投资者权益，其中保

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是重中之重。∗ST二重是退市制度改革后

A股市场主动退市的第一股，研究不同主动退市方式和主动

退市过程中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其他上市公司开

展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相关概念及文献回顾

目前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要约

收购方式”，二是“股东大会方式”。“要约收购方式”是指收购

人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出购买其所持该公司股份的声明

并付诸实施，若预售要约股份数达到最低要约股份数要求，

则收购成功，目标公司主动退市。但为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

以“要约收购方式”主动退市的企业前几大股东要做出不接

受要约收购的承诺。“股东大会方式”是指上市公司拟决定其

股票不再在交易所上市，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并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但为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退

市企业要提供现金选择权给异议股东，为其在无法否决企业

主动退市时提供退出渠道。

对于主动退市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从国内外法律制度

和经典案例角度分析我国主动退市制度。张妍妍等（2012）从

价值效应、绩效效应和治理效应三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

主动退市效应，认为主动退市对企业和投资者都是有利的。

乔引花等（2014）通过分析长航油运退市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举措，发现在企业退市过程中中小股东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陈艳利等（2013）以五矿集团旗下∗ST中钨、∗ST关铝资产重

组为例，从企业控股结构和经济后果两方面分析退市新规对

企业资产重组的效力，据此对央企改革提出建议。

对于现金选择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如

何运用现金选择权和相关法律制度的解析。姚铮等（2013）分

析了攀钢钢钒资产重组中两次现金选择权的不同影响，从峡

谷桥效应和增进重组效应解释现金选择权如何保护中小股

东权益。周巧红等（2014）从权利性质、适用情形、权利主体范

围、义务主体和实践可操作性五个方面分析了现金选择权和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之间的差异。

由上述文献可知，我国虽然有一些关于企业主动退市和

现金选择权的理论研究成果，但结论存在差异，且没有深入

探讨企业主动退市过程中不同退市方式选择对中小股东权

益保护的影响。

二、案例介绍
∗ST二重是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主

营机械制造，属于钢铁行业。2010年2月2日，∗ST二重在上交

所正式挂牌交易。

案例资料来源：①2010 ~ 2014年∗ST二重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布的年报以及相关公告；②国泰安数据库上关于公司

业绩的相关数据；③中国联合钢铁网上钢铁相关数据。

由图1可以看出，∗ST二重自上市以来，主营业务收入逐

年下降，2011 ~ 2014年净利润一直为负，并呈不断下跌态势。

根据企业退市规则，∗ST二重的退市已是不可避免。

2015年2月26日，∗ST二重发布提示性公告称，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集团”）自 2015年 2月 26

日起向∗ST二重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中机集团以每

股2.59元的价格收购其全部股份2293449524股，若截至2015

年 4月 3日，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ST二重总股份的比例低

于 10%，则要约收购成功。在要约收购期间，∗ST二重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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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份连续发布四次提示性公告，提示股民注意因公司被

强制退市导致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但截至2015年4月3日，
∗ST二重要约收购数只达到最低要约收购数的 65.85%，社会

公共持股比例占12.59%，此次要约收购失败。

2015年 4月 8日，∗ST二重董事会发布关于拟以“股东大

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公告，并提出以现金选择

权保护中小股东权益。4月24日，∗ST二重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了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的决议，并宣布公司在

2015年 4月 28日至 30日期间全体股东享有每股 2.59元行权

价格的现金选择权。5月 5日，∗ST二重发布主动终止上市现

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并进行清算与交割。5月16日，∗ST二重终

止上市。

三、案例分析

1.“要约收购方式”退市失败的解析。从企业利润结构来

看，∗ST二重 2012 ~ 2014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

均有小幅上升，净利润却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资产减值损

失大幅上升。根据全球钢铁行业形势，2011 ~ 2013年全球铁

矿石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从 93.42元/吨升至 183.47元/吨，涨

幅达到96.39%，远高于国内GDP增长率，而国内钢材价格综

合指数却持续下跌，钢铁企业∗ST二重存货减值损失严重。可

见，∗ST二重净利润的下跌主要原因是整个钢铁行业不景气

导致的资产减值损失大幅上升，但钢材是刚性产品且存货减

值可以转回，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国有企业∗ST二重仍具有

一定的投资价值。

从要约收购价格来看，已有案例的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

格一般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公告前若干个交易

日的股票交易价格均价。由表1可以看出，∗ST二重上市以来

所有交易日均价、最高股价、发行价格均高于行权价格且高

出幅度较大，超过 100%，停牌前 30个交易日均价、最低股价

低于行权价格，但是幅度并不明显。从总体来看，2.59元/股

的行权价格低于∗ST二重历来的市场表现，低于投资者预期。

如果投资者接受 2.59元/股的要约收购，对于大多数中小投

资者来说将造成巨大损失。

2.“股东大会方式”退市成功的解析。从股权结构来看，

由表2可知，∗ST二重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占总股份的80%以

上，根据每年年报摘要，前三大股东均为国有法人，其中第一

大股东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占股一直在70%以上，拥

有绝对控制权，说明∗ST二重的股权集中度高。在这种股权结

构背景下，∗ST二重出席会议的股东占全体股东84.18%，以出

席会议股东99.54%和持股5%以下股东77.02%的比例通过了

“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方案。

从超额累计收益率来看，由图 2 可知，2014 年 4 月 4

日∗ST二重发布企业暂停上市风险警告，当日股价出现大幅

下跌，2014年 4月 17日至 25日，∗ST二重超额累计收益率出

现剧烈波动。在此期间，企业发布两次暂定上市风险警告和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这一方面说明可能由于操纵

股价或者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资本市场对企业真实情况并不

能做到如实反映；另一方面，说明中小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

认知不够理性，并不能客观地根据企业情况进行投资，存在

较强的投机心理和盲从心理。根据之前的分析可知，中小投

资者在“要约收购方式”中可以实施重大影响，而“股东大会

方式”主要由大股东决定，因此以该方式主动退市更加可行。

图 1 ∗ST二重业绩分析 停牌前30个交易日均价

上市以来所有交易日均价

最高股价

最低股价

发行价格

股价
（元/股）

2.355

7.366

15.880

2.190

8.500

相对于行权价格
（2.59元/股）的变动比例

-9.07%

184.40%

513.13%

-15.44%

228.19%

表 1 行权价格分析

2013.2.4

2012.12.18

2011.2.9

2010.5.4

2010.2.2

总股份
（万股）

229344.95

229344.95

169000.00

169000.00

169000.00

较上期变化

0

35.71%

0

0

0

流通股股数
（万股）

169000.0

32849.5

32849.5

30000.0

24000.0

较上期变化

414.48%

0

9.50%

25%

0

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
（根据当年报数据）

84.62%

85.92%

80.9%%

80.90%

80.90%

较上期变化

-1.51%

6.21%

0

0

0

股本结构变化原因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

A股增发上市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

战略投资者配股上市

A股新上市

表 2 ∗ST二重2010~2013年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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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市方式的选择。根据以上分析，对于上市公司退市

方式的选择，笔者总结出了如下几条结论：

（1）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

市更加可行。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ST二重前两大股东

（中国二重和中国华融）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在要约收购期间

不接受国机集团要约收购。根据以上企业承诺，本次要约收

购实际所能收购的股份不超过401340000 股，占其已发行股

份的 17.50%。虽然∗ST二重要约收购期间屡次提醒中小企业

退市风险，但是最后要约收购期限结束，社会股份仍占

12.59%，未达到退市要求。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要约收购

价格低于投资者心理预期，导致投资者无法承担损失；二是

投资者对于∗ST二重仍抱有期望，认为企业发展前景优良，仍

希望持有其股份，等待其重新上市。为避免被强制退市，∗ST
二重采用股东大会的方式主动退市。由于∗ST二重股权集中

度较高，控股股东所占股份达到 71.47%，因此以参会股东表

决权为通过要求的“股东大会方式”更加可行。

（2）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的中小股东在退市中的

决定权力较小。根据本文分析，为了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要约

收购期间前两大股东不接受国机集团要约收购，由∗ST二重

的股权结构可以看出，除去前三大股东所占股份，剩余股份

股权分散，不存在主导股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股的比例高

于10%，充分说明了中小股东对于∗ST二重退市条件不满意。

但是，在同等的行权价格下，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现

金选择权只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并不直接影响企业主动退市

的结果。两者比较而言，中小股东在企业选择以“要约收购方

式”主动退市时比选择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时起到的

作用更大。

（3）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退市的中小股东兑现自主权

更大。若要约收购中收购比例没有达到最低要求，则企业要

约收购失败，那么想行权的中小股东不能兑换现金，面临企

业被强制退市，股票长期套牢的风险。而以“股东大会方式”

主动退市下，中小股东的影响并不显著，现金选择权对于中

小股东来说，享有更加自主的权利，想兑现的股东可以兑现，

想继续持有的股东也可以继续持有。

四、结论与建议
∗ST二重作为新退市政策出台后A股第一家主动退市的

企业，对其进行案例分析对于政策解读、企业实施和政府监

管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小投资者在企业退市过程中处于弱势

地位，企业、政府和监管机构应更注重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尽可能减小其损失。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选择适当的退市方式，兼顾企业和中小股东权益。中

小投资者在“要约收购方式”和“股东大会方式”中起到了不

同作用。当企业和中小投资者存在利益冲突时，如何平衡两

者的关系？一方面，培养中小投资者更加理性的投资观念，注

重企业价值投资，减少投机行为；另一方面，提高企业保护中

小投资者的责任意识，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保障中小投

资者的权益。

2. 完善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我

国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本意是使企业更自由地选择其资

本状态，目前却给将要被强制退市的企业带来便利。由于主

动退市和强制退市的企业适用不同的重新上市的标准，∗ST
二重两次主动退市为未来重新上市创造了便利条件。对于中

小股东来说，企业为了主动退市会给予现有中小股东一定利

益，但从长远来看，不良企业更加容易重新上市，这不利于资

本市场健康运行，无法给中小股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建

议提高主动退市企业中小股东的通过比例、增加主动退市企

业重新上市条件等以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维护资本市场正常

运行秩序。

3. 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防止大股东利用企业主动退市

套现。上市企业选择主动退市的不良动因除了享有重新上市

的便利条件，还有大股东退市套现。大股东利用企业主动退

市套现不仅损害了企业利益，更加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因

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主动退市企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其大

股东的监管，防止出现大股东利用企业主动退市外逃或者抽

离资金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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