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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公司“摘星脱帽”引发的思考

【摘要】对某连续两年亏损的化工生产企业的利润构成及其提升利润的方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A
公司利用“剥亏损，入盈利”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此方法一方面改变了公司合并范围，另一方面为公司

确认了高额投资收益，两者结合确保了公司的持续盈利，为公司顺利“摘星脱帽”提供了保障。进一步分

析发现，ST制度下的保壳动机是引发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原因，而大股东支持和地方政府干预则为公司

一系列资产重组的顺利完成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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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1993年“宝延风波”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

组事件层出不穷，资产重组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

理论与实践讨论的热点话题。一方面资产重组可以

使公司摆脱经营困境且有助于公司及时进行战略调

整而备受各利益相关者青睐（唐兵等，2012；葛结根，

2015），另一方面实务中各利益相关者摈弃企业战略

全局，只顾及眼前利益而备受各方质疑（祝继高等，

2015；杨柔坚，2016）。资产重组经常是 ST上市公司

摆脱财务困境的首选，国内学者对于该研究多是以

单次重组后的业绩变化判断重组是否成功，目前尚

未形成统一的结论，较少有学者从“摘星脱帽”的角

度进一步探讨连续资产重组背后的“秘密”。

A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A公司”），是新疆

最大的氯碱化工生产基地，主营业务为氯碱化工、塑

料制品、塑料节水器材、建筑及房地产、番茄酱和柠

檬酸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塑料节水器材和氯碱化工

是核心主业。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行业不景气等原

因，公司于 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两年出现亏损，

2014年面临被强制暂停上市的巨大压力。为摆脱这

一窘境，2014年 6月公司以解决同业竞争为名开始

进行资产重组。在经过一系列资本运营之后，A公司

于 2014年扭亏为盈，2015年顺利“摘星脱帽”。在面

临退市的关键时刻，A公司采取了怎样的手段才得

以顺利“摘星脱帽”？投资者应如何识别公司可能存

在的盈余管理行为？公司“摘星脱帽”的背后又反映

了什么现象？本文以A公司顺利“摘星脱帽”这一事

实为切入点，探究公司“摘星脱帽”的手段，并进一步

探究背后隐藏的现象。

二、案例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

A公司自1997 年 6 月上市以来，公司经营规模

和业务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

于 2012年和 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表 1为 A公司

2011 ~ 2016年的主要盈利指标，其中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数据库。依照我国的 ST制度，2014年公司股票

被冠以∗ST，公司面临退市风险。当年，A公司经过一

系列资本运作后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和销售净利

率都逐步回升，如图 1的A公司主要盈利指标变化

趋势所示。鉴于此，公司在2015年顺利“摘星脱帽”。

2013年A公司亏损金额达 2.18亿元，在高额亏损的

情况下，公司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净利润由负到

正并持续为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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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为A公司 2011 ~ 2016年的主要利润指标。

可以看出其核心利润连续四年为负值，说明公司的

产品获利能力不佳，这也是公司2012年和2013年连

续两年亏损的主要原因。结合A公司主要利润指标

变化趋势（图 2）可以看出除 2014年和 2015年外，各

年投资收益与利润的比重都在 5%以下，2014年和

2015年的投资收益无论相对于营业利润还是利润

总额其占比都在200%以上，说明这两年公司利润基

本都来自于投资收益。对比发现，A公司在2014年和

2015年利用投资收益平滑利润来进行盈余管理。

三、A公司“摘星脱帽”的盈余管理手段

前文所述，A公司在提升利润的过程中，投资收

益几乎占据了公司利润的全部来源，那么公司究竟

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如此高额的投资收益，进而保障

了公司的持续盈利，最终得以顺利“摘星脱帽”？下文

主要对公司“摘星脱帽”的手段及高额投资收益的产

生进行详细分析。

1. 剥离亏损子公司。由于公司主营业务化工类

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行，致使公司2012年和2013年
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票被冠以∗ST，公司面临退市

风险。其中，亏损严重的当属中发化工、长运生化、天

业化工和化工厂四家全资子公司，A公司 2012年和

2013年的净利润分别为-7735.49万元和-21804.19
万元，而以上四家亏损子公司在2012年和2013年合

计分别亏损 5478.89万元和 18666.31万元（如表 3所
示），分别占当年净利润的70.83%和85.61%，由此可

见四家亏损子公司对公司整体利润的影响程度。

2014年1 ~ 6月，四家亏损子公司的亏损合计金额已

达 10428.81万元，若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A公司

2014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在所难免，公司将直接面临

退市风险。

为摆脱这一困境，2014年5月31日，A股份有限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B（集团）有限公司解决同业竞争及资产交易的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362060
405004.16
394110.91
427004.29
227503.64
559739.23

净利润

10223.06
-7735.49
-21804.19
4037.02
3100.65
44200.93

销售净利率

2.82%
-1.91%
-5.53%
0.95%
1.36%
7.90%

表 1 A公司2011~2016年主要盈利指标 单位：万元

图 1 A公司2011~2016年主要盈利指标变化趋势

投资收益

核心利润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投资收益/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利润总额

投资收益

核心利润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投资收益/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利润总额

2011年

583.28

10926.41

12100.73

13579.05

4.82%

4.30%

2014年

12738.35

-7305.24

4191.91

5600.02

303.88%

2012年

94.94

-4354.44

-5565.59

-3864.82

-1.71%

-2.46%

2015年

14852.48

-6155.96

3072.12

4673.21

483.46%

2013年

-412.75

-16345.54

-22858.74

-21018.93

1.81%

1.96%

2016年

54.52

68915.10

58434.89

60082.26

0.09%

表 2 A公司2011~2016年主要利润指标 单位：万元

图 2 A公司2011~2016年主要利润指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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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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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2482.19
1244.51

1298.48

长运
生化

2996.70
7589.87

1588.05

天业
化工

6832.06

6060.20

化工厂

2999.87

1482.08

亏损
合计

5478.89
18666.31

10428.81

表 3 剥离子公司亏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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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下文简称《方案》），公司向B集团（A公司控

股股东）出售天业化工、中发化工和长运生化 100%
股权及化工厂全部资产和负债，交易价格为 3.45亿
元。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相关股权、资产及负债

的交割已全部完成，上述公司从 2014年 7月 1日起

不再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此次资产交易价格采用评估值，如表4所示。经

过评估，四家公司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值，其中，中

发化工增值率竟达到了 118.87%。得益于此次资产

重组，2014年度公司因处置亏损公司股权及资产负

债而获得的投资收益为 11548.55万元，占当期总投

资收益的90.66%，约是当年净利润（4037.02万元）的

3倍，反映了此次交易对公司当期利润的贡献程度

之大。A公司一方面通过关联交易（向控股股东B集

团出售亏损全资子公司）剥离亏损资产、缩减合并范

围，另一方面通过处置这些亏损子公司获得高额投

资收益，这“一出一入”确保了公司在2014年能够顺

利扭亏为盈。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使A公司已经处于

亏损状态，控股股东B集团依然不惜采取重金收购

上述劣质资产以帮助其“摘星脱帽”，控股股东B集

团的这一行为充分展示了集团公司对上市子公司的

“关爱”。

2. 购买盈利子公司。除了出售亏损子公司，A公

司还以优化企业产业链为由购买盈利较好的子公司

来增加盈利。2014年 5月 31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方案》中，除决定出售亏损全资子公司外，还

决定向控股股东 B 集团购买其持有的鑫源运输

100%股权。6月30日，公司向控股股东B集团公司收

购其持有的鑫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将鑫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014年7 ~ 12月，鑫源运输实

现营业收入19104.67万元，实现净利润1114.69万元

（如表 5所示），占公司当年净利润（4037.02万元）的

27.61%。而公司参与的其他子公司近一半都在亏损，

其中××番茄和××建材分别亏损了 1006.82万元和

1010.73万元，其他子公司最高盈利也仅为 1146.95
万元（佳美包装），这也说明A公司通过购买盈利质

量较高的子公司以扩大合并范围来影响合并利润的

效果是很显著的。

3. 增资持有高盈利公司股份，不断增加其投资

收益的确认。在剥离亏损子公司、并入盈利子公司的

同时，A公司还通过向天伟化工增资的方式持有天

伟化工股份，其增资金额为3亿元，最终持有股份比

例为37.5%，符合权益法核算要求。从天伟化工2014
年和 2015年的主要财务信息（见表 6）中可以看出，

2014年和 2015年公司的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12.94%
和12.71%，盈利状况较佳。2014年下半年，天伟化工实

现净利润2867.13万元，其中归属于A公司的投资收

益为1075.17万元，占A公司当期合并净利润的26.63%，

为2014年A公司利润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另外，由表 2中A公司的核心利润数据可以看

出，公司在 2012 ~ 2015年的经营利润不容乐观，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摘星脱帽”产生的影响，

公司在2015年开始实施第二次资产重组，此次资产

重组于2016年5月31日完成，真正改变了当期的营

业利润。此次资产重组的顺利完成离不开 2014、
2015年的持续盈利。2015年，天伟化工实现净利润

37802.97万元，其中归属于A公司当期的投资收益

为 14176.11 万元，而公司当期合并净利润仅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销售净利率

2015年

297427.81
37802.97
12.71%

2014年下半年

22149.81
2867.13
12.94%

剥离项目

定价原则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转让价格

结算方式

转让收益

长运生化
100%股权

评估值

-9489.20
-8370.28
11.79%

-8370.28
现金

1118.92

天业化工
100%股权

评估值扣
减分红

38383.73
39145.40
1.98%

39145.40
现金

761.67

中发化工
100%股权

评估值

7638.11
16717.84
118.87%
16717.84

现金

9079.73

化工厂全部
资产及负债

评估值

9583.18
10171.41
6.14%

10171.41
现金

588.23

表 4 剥离亏损子公司交易一览表 单位：万元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年下半年

5439.95
100%

24875.75
12806.41
19104.67
1294.47
1114.69

2015年

5439.95
100%

27541.99
15059.37
32048.91
3324.71
2095.07

2016年

5439.95
100%

26150.13
15246.27
11993.15

381.4
612.61

表 5 鑫源运输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表 6 天伟化工2014年和2015年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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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65万元，在扣除天伟化工当期投资收益的影响

后，公司当期合并净利润为-11075.46万元。由此可

见，A公司当期的盈利完全得益于高盈利的天伟化

工，正是天伟化工的存在使得公司在2015年避免了

再次亏损，延续了持续盈利的态势，稳定了股价缓慢

的增长，为后续资产重组采用股份支付和定向增发

创造了条件并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A公司通过向控股股东B集团出售

亏损子公司和购入盈利子公司的所谓资产重组的方

式，一方面改变了公司合并范围，另一方面也获得了

高额增值收益，除此之外，还通过向高盈利公司增资

的方式不断增加对投资收益的确认，保证了公司的

持续盈利，为后续资产重组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但是，公司资产重组自始至终的交易对象为控股股

东B集团，因此，公司能够顺利“摘星脱帽”并真正实

现盈利，离不开控股股东B集团的支持。

四、案例引发的思考

1. ST制度促使保壳动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修订）》，满足以下情形之一

的将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 ST处理：①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

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为负值；

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追溯重述后低于1000万元。满足以上条

件的公司将在其股票名称前加上 ST或∗ST标志进

行区别对待。

结合A公司资产重组后的利润情况（见表 7）可
知，在不考虑资产重组为公司带来收益的情况下，A
公司2015年和2016年将再次连续两年亏损，公司也

将再次被给予退市风险警示而被ST。为避免再次被

ST，公司在 2014年实施资产重组时除了通过“卖亏

损、买盈利”子公司，还通过增资的方式持有控股股

东B集团优质子公司天伟化工37.5%的股权，并采用

权益法核算，这一举措确保了公司 2015年的盈利，

为后续完全收购天伟化工股权创造了条件。2016年
重大资产重组的完成预示着天伟化工成为了A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天伟化工优良的获利能力为A公司

当年净盈利提供了保障。可以说，由于我国特殊的

ST制度，A公司持续的资产重组实则是出于保壳动

机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

2. 资产重组顺利完成的助推力——大股东支

持。A公司资产重组通过一系列的关联交易完成，交

易方为其控股股东B集团。公司在2014年处置的天

业化工、中发化工、化工厂、长运生化四家全资子公

司，在 2014 年 1 ~ 6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0.61 亿

元、-0.13 亿元、-0.15 亿元、-0.16 亿元，合计损

益-1.05亿元。结合表 4，四家公司的评估值均高于

其账面净资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值，其中，中发

化工的增值率竟达到了 118.87%。在亏损处置的情

况下还能有如此高的增值率，难免让人怀疑控股股

东B集团在通过这种方式向A公司输送资源以支持

其摆脱困境。

在2015年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中，购买天伟化

工剩余 62.5%的股权交易价款有一半采用股份支付

的方式支付，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B集团对A公司

的持股比例由 43.27%增至 54.22%，达到了完全控

股。随后公司又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向特定 7家发

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

为11.54元/股，高于之前的股份支付价格9.24元/股。

但是，此次定向增发对象并不包括控股股东B集团，

定向增发完成后，控股股东B集团对A公司的持股

比例由 54.22%减至 42.05%，但仍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A公司在定向增发时不选

择控股股东B集团或者控股股东B集团选择不参与

其定向增发方案是有原因的，因为控股股东B集团

并没有真正增持A公司股份的打算。控股股东B集

团同意A公司采用股份支付方式的同时再定向增

发，一方面是在缓解A公司资金压力的情况下促使

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也是在保证自身控股

股东位置的情况下为A公司募集资金。控股股东B
集团的这种行为体现了其为帮助A公司摆脱困境而

给予的支持，是A公司连续资产重组得以顺利实施

的基础条件。

3. 基于实际控制人角度——政府干预。在国有

企业改革中，我国确立了“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部分利润情况

合并净利润4037.02万元；购买日至期末鑫源运
输净利润为1114.69万元；天伟化工实现净利润
2867.13 万 元（37.5%）；处 置 子 公 司 收 益 为
11028.93万元

合并净利润为3100.65万元；天伟化工实现净利
润37802.97万元（37.5%）

合并净利润为 44200.93万元；天伟化工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69455.75万元

表 7 A公司资产重组后的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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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

国有公司金字塔持股模式，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各级

政府（由国资委代表）位于顶端，享有所有者权益，并

对所有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在我国，各级

地方政府都肩负着政治、社会、经济等多重治理目

标，而这些宏观目标的实现必须要落实到维护地方

政治、社会稳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地方筹融

资渠道等微观主体上，而这些最终还是要依靠当地

企业的业绩表现来实现。因此，对于地方企业，特别

是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更看重其对地方经济、

市政建设、当地就业和地方财政的贡献。由于地方

政府既是地方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又是地区的

公共管理者和经济调控者，这样的“双重身份”能

够更方便地将各种目标转移到地方国有企业中，地

方国有企业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政府实施干预、

转移政策性负担、快速获取政治收益的首选载体。但

当这些地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面临经营困境而无

法代替当地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时，出于自身期望

经济效益最大化考虑，地方政府多表现为支持或采

取放松型管制策略帮助上市公司摆脱困境以恢复常

态，这也是A公司连续资产重组得以顺利完成的主

要原因。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A公司整个资产重组的过

程离不开控股股东B集团的支持，而控股股东B集

团由当地国资委 100%控股，因此，控股股东B集团

一系列的经营、重组等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当地国

资委的认可，而其与A公司连续资产重组的一路“绿

灯”也正好验证了上层管理部门对资产重组行为的

认可与支持。作为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当地国资委

代表当地政府行使管理职能，政府为了借助本地区

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实现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

就业和财政收入等政治目标，在A公司即将面临退

市时才会竭尽全力地借助控股股东B集团对其给予

支持，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A公司基本财务情况及其“摘星脱帽”手

段的分析可以看出，A公司“摘星脱帽”的关键在于，

一方面公司采用“剥亏损，入盈利”的方式改变合并

范围，另一方面公司连续两年确认的高比例投资收

益确保了公司得以连续盈利，这一调节行为在避免

公司持续亏损、确保公司持续盈利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为公司后续资产重组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坚实

基础。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

第一，公司不同的利润来源影响着公司利润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对于非投资性公司，当公司核心利

润下降而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利润的主要支撑时，公

司就很可能存在利用投资收益平滑利润进行盈余管

理的嫌疑，此时，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投资收益的来

源及其对公司利润影响的非持续性。

第二，ST制度旨在处理那些不能为投资者带来

长期回报的公司，但连续两年亏损的公司并不代表

不能为投资者带来长期回报。为了能更好地发挥ST
制度的作用，对于连续两年亏损的公司可以对其冠

以“∗”加以区别，但对其交易可以放宽管制，同时加

大对其的监督力度，强制其披露更多与公司相关的

信息，以便于投资者对公司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第三，政府过度干预不仅束缚了市场主体活力、

阻碍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充分发挥，还增加了国有

上市公司的依赖性，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为强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话语权和主体地位，提

高上市公司的自主运营效率，需要让市场“看不见的

手”的活力和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并将市场化

改革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逐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

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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