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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鹿系”之后又是
“中晋系”
投资类公司接连出问题
杭州相关风险排查工作持续进行
商报记者 郭雀屏 周文娟

就在
“快鹿系”
事件持续发酵的当口，
又一家涉及投资资产高达
百亿的投资公司出事了，
案件的牵涉面或许远超之前的
“快鹿系”
。
4月6日下午15时左右，
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警民直通车上海”
发布名为《上海公安查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
诈骗犯罪的
“中晋系”
相关联公司》的公告。根据公告内容，
上海市
公安局经侦总队已对涉案的
“中晋系”
相关联公司进行了查处，
实际
控制人徐勤等人在准备出境时被公安人员当场在机场截获，
20余
名核心组织成员在4月5日也被全部抓获。
尽管还未得到警方证实，但外界根据公开资料推算，此次
出事的“中晋系”合伙人投资总额已突破 340 亿元，涉及总人次
超过 13 万，其中 60 岁以上投资人就超过 2 万。
就在 4 月 6 日同一天，之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快鹿系”
事件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当日下午 2 点，快鹿集团新任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徐琪称，集团将以所持资产及企业信用，对
出现问题的各合作方及产品进行兜底，集团即刻启动对金鹿财
行、当天财富等平台的全资并购及重组工作，并宣布到 2018 年
3 月底前兑付完毕。

“中晋系”涉案面或远超快鹿
被上海警方查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
“中晋系”相关关联公司，包括国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
太控股”
）、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晋一期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等。
据新华社报道，自 2012 年 7 月起，以徐勤为实际控制人的“中晋
系”公司先后在上海及其他省份投资注册 50 余家子公司，并控制 100
余家有限合伙企业，租赁高档商务楼，雇佣大量业务员，通过网上宣
传、线下推广等方式，利用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手段骗取
投资人信任，并以“中晋合伙人计划”的名义变相承诺高额年化收益，
向不特定公众大肆非法吸收资金。
中晋资产管理公司官网信息以及公开资料也显示，该公司注册资
本 1 亿人民币，中晋资产的控股股东为国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中晋系旗下包括资产公司、财务公司、基金公司、支付公司、保理
公司、保险公司、黄金公司、博物馆、聚乐部、典当行、拍卖行等等，截至
2016 年 2 月 10 日，中晋合伙人的投资总额已破 340 亿元，涉及总人次超
过 13 万人。
从规模体量来看，中晋明显是一家百亿级理财平台，因而业内人
士认为该案件牵涉面积之大或远超不久前爆发的“快鹿系”事件。

一个又一个投资类集团爆发危机
在“中晋系”事件突发之前，媒体以及大众的眼光都还聚焦在金鹿
财行和当天财富的兑付危机上。
3 月底，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旗下理财平台上海金鹿财行爆发遭投
资人围堵挤兑事件，甚至一度发生 3 名记者采访被扣留。3 月 31 日，金
鹿财行针对到期未兑付投资者发布最新《兑付公告》，承认目前平台资
金缺口为 3 亿元，并明确表示暂停兑付。4 月 6 日，快鹿集团召开新闻
发布会，新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徐琪称，集团将以所持资产及企业信
用，对出现问题的各合作方及产品进行兜底。 兑付工作最快在今年 7
月 1 日，最迟在 10 月 1 日启动。全部兑付将在 2018 年的 3 月 31 日前完
毕，所有兑付延迟期不会超过产品合同兑付期后的 14 个月；兑付的原
则是按照原来购买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序，连续四个月分期兑付完
毕；兑付的利息在合同期内按照合同规定利率执行，在延长期内一律
按照年化 6%利率执行。
徐琪强调，集团此次对出现兑付问题的各平台进行集中并购重
组，扩充并完善类金融业务板块，希望能够以此达到全面的正规化经
营，
“努力还款”。
不过，快鹿未详细披露是否还有其他互联网金融平台被涉及，因
而市场上多家与快鹿集团有关联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也受事件影响，出
现投资者挤兑的情况。
在投资者眼里，选择规模较大的集团公司旗下平台总能相对安
全，但事实上，上述两家已不是最早爆发问题的大公司。去年以来，已
经先后有 e 租宝、大大集团等被立案或是调查。不过略有不同的是，此
次轰然倒塌的中晋资产不是 P2P 网贷公司，而是主营线下理财的私募
公司。

多米诺骨牌正在推倒
4 月 5 日，大跌 21.65%；4 月 6 日，盘中跳水，大跌
26.32%；4 月 7 日，跌幅终于收窄，但仍收跌 8.93%……
三个交易日累计大跌 56.9%，这要是放在 A 股，哪怕连
今年元旦过后大盘两度因“熔断”而“跌停”时也没见过
哪只个股有这般“壮景”，而这位“壮士”就是在香港主
板上市的中国创新投资。
4 月 5 日当天，中国创业投资发布业绩快报称，公
司 2015 年每股收益为 0.00 港元，净利润为-13.8 万港
元，同比去年增长 99.13%。如果仅仅是这则公告，恐怕
不足以引起公司股价如此“巨震”，但翻开公司 F10 股
东持股一栏，看到凭借 27.75%的持股比例稳居持股榜
首的国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国太控股”
），
恐怕股民们都要不禁长叹一声“哦”，因为国太控股正
是这次出事的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的控股母公司。
随着“中晋系”非法集资诈骗犯罪大案的一步步浮
出水面，多米诺骨牌正在倒下。
事实上，国太控股入主中国创业投资并没有多久，
就在去年 12 月 28 日，国太控股才通过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海通国太 1 号定向管理计划以 0.07 港元/股的价
格买入中国创新投资 17 亿股，
持股比例为 19.97%；
今年
2月，
公司增持66272.00万股，
持股比例上升至27.75%。
公司昨日紧急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就国太投资

事项与非执行董事陈佳菁、姜琳璘和王玮联络并了解
事情，截至公告披露时已经联络上姜琳璘和王玮，董事
局确认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及稳定并将就以上事项
进度于合适时间进一步刊发公告。
然而，
中国创新投资并非唯一被
“殃及”
的
“池鱼”
。
同样在港股主板上市的华耐控股股东持股一栏显
示，今年 1 月 5 日，陈佳菁成为其新晋股东，持股比例为
11.68%，就在同一日，公司原第一大股东 Win All Man⁃
agement Limited 的持股比例从之前的 15.18%下降至
3.5%，下降的比例刚好为 11.68%，而陈佳菁正是国太控
股的董事长。
4 月 6 日，华耐控股盘中巨震，最终收跌 14.49%；昨
日，公司则是宣布股份暂停买卖，待刊发与若干新闻报
道有关的内幕消息的公布。
昨日深夜，华耐控股发布恢复买卖公告称，公司已
获股东 China Zhongjin Group Limited 告知，其已于 4
月 5 日减持公司股权至 4.67%，不再为公司主要股东。
董事会也确认公司与国太投资并无业务合作或关系。
公司将于今日（4月8日）恢复交易。
“类似此前徐翔事件发生，概念股受到波及遭遇一
轮大跌，此次‘中晋系’出问题，相关股票短期内继续下
跌恐怕是大概率事件。”中投证券分析师韩哲晟表示，
短期内，相关股票的表现不容乐观。

中国趋势遭遇“躺枪”
除了中国创新投资和华耐控股以外，
中国趋势的遭
遇则“躺枪”意味更加重了。去年 12 月 28 日，国太投资
突然现身公司大股东名单中，以 0.07 港元/股的价格买
入了 12 亿股，
所占股比为 17.82%。不过，
在短短两个月
之后，便以 47.14%的折扣率卖出了所有持股。也就是
说，事发时，国太投资并不再持有中国趋势的任何股
份。然而，
中国趋势 4 月 5 日和 4 月 6 日还是分别录得了
4.17%和 21.74%的跌幅，昨日盘中最大跌幅也曾经触及
27.33%，
好在 10:30 以后股价开始拉升，
最终收涨 5.56%，
盘中38.89%的振幅也是看得人胆战心惊。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国太投资已经出清了原
本所持有的中国趋势的所有股权，但是，二者之间却仍
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市场分析观点认为，
中国趋势是国太控股实现其资产证券化的施展平台。
2 月 29 日，国太控股就曾发布新闻称，
“ 分别与香
港上市公司中国趋势、中国创新投资签订优先投资协

议，将向两家上市公司出售约 21.04 亿人民币股权资
产”，具体交易内容包括“不超过 16 家有电商或媒体概
念的旗下实体项目公司，为中国趋势电视平台旗下汽
车、房产、旅游、新闻等 16 个频道提供服务。
”
紧接着，2016 年 3 月 16 日，国太控股又与中国趋势
订立补充协议，将旗下子公司奕黎金融信息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作为优先项目，以资产净值作价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出售，中国趋势将以现金、股票或可换股债
券的方式实现支付。
奕黎金融的主营业务第三方金融信息服务，其运
营的中晋金融服务网为国太控股提供投资、融资、典
当、保险、保理、担保、支付、理财等金融领域的信息发
布服务，外界认为，奕黎金融承载了国太控股的“金融
之梦”
，国太控股也将借此实现借壳上市的大计。
然而，
此次随着
“美女炫富”
事件使然的
“东窗事发”
，
国
太控股的借壳大梦也只能随之
“零落成泥碾作尘”
。

杭州投资类公司风险排查工作持续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晋系被查的第二天，上海市
政府于 4 月 5 日发布《本市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称将进一步加强日常监
管，严格控制风险高发行业市场准入，区县政府也将密
切关注投资理财、网络借贷等风险高发重点领域，辖区
主要商务楼宇、科技园区、招商中心等明确“谁引进、谁
负责”的招商原则，落实源头防控。
而已有从第三方代理注册公司处获得的消息称，
上海已经全部暂停办理投资类公司，已注册完成的该
类型的公司部分地区需要面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贷公司杭州地区负责人告
诉记者，投资类公司问题频发，的确形成了恶劣的影
响，尤其是投资类集团公司旗下平台出事，影响面更
广，对 P2P 行业的冲击也很大。据上述人士透露，虽然

杭州地区并未明文出台相关强制性文件，但事实上杭
州经侦对投资类公司、P2P 公司的排查工作从去年开始
一直在持续，其所属公司所在辖区的经侦已经多次上
门调查并约谈。
“据我所知，是一家家在排查，就连一些
已经有知名度的财富公司也不例外。
”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对投资理财、网络借贷等风险
高发重点领域的风险排查工作仍在继续，面对合规化
的运营，各平台也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上述网贷公
司杭州地区负责人坦言，行业尚不成熟，投资者涉雷的
几率较高，建议投资还是应该小额分散，同时对于平台
的选择应该放在查考的第一位。
“不过我还是要为 P2P
正名，非法集资的中晋资产不是 P2P,而是线下理财，投
资者对投资类型还是要注意区分，不能一棍子打死
P2P。”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