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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月 22日，星期二，南京
天气依然是阴沉沉的，空气中透着一

股淡淡的湿冷味儿。

在独栋别墅群里，南京金厦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厦公司）总经

理吴剑元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

的专访。

《中国企业报》：增资扩股后，合

作协议的条款是如何履行的？

吴剑元：他们没有完全履行。

2010 年 4 月 20 日华夏银行 9600 万
贷款到期，原合作协议约定，4 月 20
日由金智投资提供 1.2亿借款给金厦
公司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公司运行，

但 4 月 18日前金智投资确定借给金
厦公司款项只有 4600万，相差 5000
万，要临时找钱调头寸。当时我落实

了一笔资金，但是徐兵却说吴伟有资

金可以调，所以优先考虑借用吴伟的

资金，期限 10天，费用 100万。
《中国企业报》：后来这事怎么处

理的？

吴剑元：2010年 4 月 19日，吴伟
以其父亲吴根全的名义与金厦公司

签署“借款协议”，借给金厦公司 5000
万，徐兵作为金厦公司法人签约，我

为保证人。关于华夏银行还款事情，

还款前华夏银行城东支行行长与金

智投资委派到金厦公司的董事及财

务负责人丁小异多次直接接洽，丁小

异从行长处得到的信息是可以还了

再贷，但是还款后，华夏银行拒绝继

续贷款。后来我们找到主管信贷的孙

行长查问此事，得知有人 4 月 10 日
左右写信向华夏银行总行举报金厦

公司骗贷，总行把此信件发到南京分

行，所以南京分行不可能再继续放

贷，此事在还款前华夏银行已经知

晓。现在才明白这次“调头寸”就是个

圈套。

《中国企业报》：之后发生了什

么？

吴剑元：银行不能续贷，到期后

5000万没有偿还，吴伟从此以借款协

议上极其苛刻的违约条款来搅局，而

且金智投资就此不肯将拖了一段时

间的“期满后成亨公司可以单独回

购”的承诺书出具了。吴伟搅局 3 个
月，为了让金智投资出面妥善处理吴

伟还款事情，于 2010年 7月 28日金
智投资诱迫我签署了一份协议（“备

忘录”），该协议签署后金智投资才愿

意出面摆平 5000万还款事宜。
《中国企业报》：最后是怎么解决

此事的？

吴剑元：2010年 8月 8 日，各方
达成了以下协议：4125万资金由金智
投资来与吴伟对接，其余 875 万 +
1000 万罚金+利息=2250 万在 3 个月
内还清，逾期以“香榭岛”3 号别墅办
理过户偿还（此协议原件在丁小异手

中）。

《中国企业报》：这件事情最终是

什么结果？

吴剑元：2010年 12月，金智投资
李剑（投资经理兼法务）发来邮件，说

明将近 1.5亿委贷资金的用途，专门

确认其中 4125万已经还给吴伟。但
是，2011年 7月 4日吴伟（吴根全）在
北京仲裁委起诉金厦公司及担保人

吴剑元，还将成亨公司也列为担保

人，要求金厦公司及担保人偿还连本

带息 7000多万元债务。2011年 12月
8日仲裁委开庭，庭上金厦公司律师
及吴伟律师一致认定 5000 万元借款
没有归还，这样仲裁裁定吴伟获胜，

这明摆着是一场虚假诉讼，企图利用

此债务清除成亨公司及我。

《中国企业报》：不用说回购一定

没有实现喽。

吴剑元：是的，金智投资承诺的

其他融资还是没有到位，2011年 4月
7日前，我们寻找了多家公司进行项
目合作及融资洽谈，但是由于金智投

资（他们是公司法人）的消极行为而

无法落实。由于金智投资借款及融资

没有到位，造成项目停工，无法实现

现金回流而无法安排回购资金的事

实。我认为，双方应该实事求是协商，

而他们却单方面宣布灭失回购权。

金厦公司易主迷局 创始人被架空

本报记者 李海

稀土产业发展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目前，中国已形成以内

蒙古包头、四川凉山轻稀土和以江西赣州为代表的南方五省中

重稀土三大生产基地。 金融在包头稀土产业发展中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稀土原料生产和初级产品加工等上游环节，

支持作用不容忽视。

截至 2012年 6月末，包头 10家主要银行机构稀土企业贷

款余额为 22.49亿元，较年初增加 6.9亿元, 增速为 44.23%，较

2011年同期增速明显上升，对稀土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近年来，外埠股份制银行纷纷驻包开设分支机构，丰富了当

地银行构成体系，为稀土企业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

目前，国内稀土深加工产业与国际同行间存在巨大差距，也

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稀土行业仍处在主要依靠出售资源来盈

利的现状。与汽车工业、新能源工业等领域相似，国内大量的稀

土企业仅掌握一些中低端的技术，而高端的核心技术被国外所

垄断。有一些技术即使中国研究出来，但这些技术早已被国外的

公司注册了专利，我们的技术也不能得到广泛应用。以发光材料

为例，全世界有 2480多项发光材料的专利发明，而中国的专利

发明不足 1%。目前，国内的稀土高端应用市场相对缺失。

除了技术壁垒等客观原因外，我国稀土深加工行业发展缓

慢也有国内企业主观上不愿想、不愿投入的因素。资本的逐利性

使之必然流向收益高、见效快的地方。很多企业热衷于卖矿、卖

初级产品这些“短平快”的收益方式，而对延长稀土产业链、搞深

加工却不感兴趣，即使是深加工，也只从事一些初级加工的工

作。这也导致行业同质化问题出现，严重制约着稀土应用的发

展。一个现实情况是，目前国内稀土加工企业多集中在钕铁硼、

发光材料和镍氢电池三大行业，在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应用方面

少有涉猎。如此一来，必然造成低端产品的局部过剩，如江西就

出现了氧化钇的大量过剩，进而加剧了稀土行业的不平衡。统计

显示，中国应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稀土还不到 50%，而先天资源

匮乏的日本将 90%以上的稀土用于高新技术。

近年来，随着外埠银行的介入，包头金融体系日益丰富，金

融创新工具也呈多样化发展的局面。在传统贷款模式下，涌现出

众多诸如股权、仓单、存货、银行承兑汇票质押贷款等多种贷款

方式。尽管如此，金融创新仍存在局限性，很多方式仅限于个别

行业与有资质的企业，众多中小企业仍面临贷款难的困境。一方

面银行对于科技研发与创新所面临的风险避之甚远，很难涉及；

另一方面企业创新需大量的资金支持，二者矛盾较为突出。

这一矛盾也反映出当前金融服务缺乏针对性，金融企业缺

乏针对客户特点制定金融产品的灵活性和必要性，金融创新仍

未摆脱传统思路，只停留在贷款方式的转变，金融业的发达程度

也没有达到可以为单个企业量身打造具有独特个性产品的地

步。另外，由于对企业商标和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缺乏力

度，鲜见企业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获得贷款的案例，金

融支持稀土产业链延伸任重而道远。

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稀土产业链得以延伸的唯一途

径。一是企业应加大对科技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2011年，包钢

稀土科技研发投入资金仅为 8000多万元，只占其营业收入的

0.63%。二是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保护。包头虽然拥有稀土研

究院等众多的稀土科研专业机构，但过去人才流失现象也较为

严重，应努力提高科技人员待遇，并制定一系列激励措施，激发

科技人才的创新动力。

因此，要发挥多种金融手段，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包头国家

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1年曾启动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试

点工作，并引入风险投资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入资本的重要

途径。通过推动企业在创业板上市，进一步拓宽了企业融资渠

道。这些做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完善，以利于全面推广金融支持稀

土产业链延伸的经验。

南京市江宁三山风景区，重峦叠

嶂，野生树木葱郁，芳草萋萋，鸟语花

香。

在风景区内有一座占地面积达

276 亩，拥有 25 栋豪华别墅的“香榭
岛”项目在 2012年 1月 24日这一天
被莫名强拆，其土地在随后的几个月

内转让。

而在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 69
号，五栋白色外立面的建筑紧挨着明

城墙和秦淮河，是南京城区内罕见的

独栋别墅群。

2013 年 1 月 21 日上午九点，一
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别墅区的宁

静。来人声称是受托于江宁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的，要执行该别墅区 3号别
墅，并委托了资产评估机构来评估，

这栋 3号别墅即将不保，将被作为抵
债之用。

两处别墅的命运都与金厦实业

公司总经理吴剑元有着“深刻”的联

系。

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企业报》记者经过近一个月的

持续调查，力图拨开层层迷雾，但复

杂程度异常。

由资金拆借引发的
股权变更

“这一切，都缘自 2009 年 11 月
底银行对本公司开发的香榭岛项目

的抽贷。经北京利亚保险代理公司

引荐，本公司向金智投资和金智科

技借款 1.5亿元。”金厦实业公司总
经理吴剑元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说。而即将被抵债的 3 号别墅曾经
是金厦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如今，吴

剑元只扛着金厦公司总经理的空头

头衔。

吴剑元是一位香港永久居民，在

1992年 9月 17日来到南京创办南京
金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厦公

司）进行房地产开发。

调查显示，2009年 11月下旬，金
厦公司要归还建设银行 1 个多亿贷
款，北京利亚保险代理公司总经理吴

伟介绍与金智投资洽谈资金拆借事

宜，并达成了用金厦公司土地做抵

押，金智投资的关联公司北京利亚公

司做担保人，拆借 1.4亿，期限 4个
月，月利息 3.5%的合作条件。
于是，金智投资及金智科技分别

签署了《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及“补充

协议”。

“补充协议”约定了“如果到 4个
月不能还款的话，金智投资及金智科

技要按 1:1入股，作为金厦公司资本

金的违约条款。”

由于银行对别墅开发项目抽贷，

无力还贷的金厦实业便被要求遵循

“补充协议”，允许金智科技和金智投

资以借款本息 1：1实行债转股。金智
投资随后又提出以增资扩股代替债

转股方案。

但到 2010年 3月签订《增资扩
股协议》时，金智科技悄然隐退，原本

由上市公司信用作为隐性担保的交

易主角被完全腾挪成了金智投资。

公司易主，项目被转让

偌大的“香榭岛”被拆，就连金厦

公司吴剑元也不知情，“是公司债权

人去法院申请保全资产，发现根本保

全不了，这才查明别墅项目已不在金

厦实业名下，而是转给了一家叫南京

康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康厚置

业）。”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康厚置业是

金厦实业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月 22日，法人代表则是金智科
技董事丁小异。

对于它的成立过程，直接与间接

持有金厦实业 28%股权的吴剑元一
脸茫然，他再三强调：“金厦公司现法

人徐兵利用掌控公司公章的便利，没

有召开董事会，非法成立的，这不仅

有程序上的问题，亦涉嫌违反了《中

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法》。”

吴剑元说，金厦实业董事名单

中，金智投资占 4 席、田园实业有限
公司占 2席，成亨投资有限公司占 1
席。其中，吴剑元及其妻子 100%控股

田园和成亨公司。“我没有接到过董

事会关于成立康厚置业的开会通知，

所以怎么算都不可能凑齐 2/3 董事，
但公司还是成立了”。

5个月后，金厦实业核心资产康
厚街十号 276.5 亩土地及在建工程
“香榭岛”被悄悄转到了康厚置业名

下。

从康厚置业法人代表是丁小异

可见，它与上市公司金智科技关系匪

浅。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得的一份

上呈江宁区工商局的《南京金厦实业

公司董事会工作决议》显示，这份关

于康厚置业成立并承接康厚街十号

土地的决议上，签署着丁小异、王天

寿、徐兵等人的名字。

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都与金智

科技牵丝绊藤：王天寿曾任金智科技

董秘，于 2007年辞去职务，到金智投
资出任投资总监；徐兵是金智投资法

人代表，拥有金智科技 0.49%股份；丁
小异则分别持有金智科技与金智投

资 0.62%、3.82%股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金智科技

2011年年报中发现，金智科技的管理
层，包括徐兵、丁小异在内的几位自

然人合计共持有金智投资 69.93%的
股权，金智投资又持有金智科技

47.51%股权，换言之，这些人正是通
过金智投资来控制金智科技。

7000万元出资的
离奇异动

而在上文提及的这份《增资扩股

协议书》，《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增

资完成后，金智投资股权比例就跃升

至 72.14%，一个月后，金厦实业的法
人代表也变更为金智投资法人徐兵。

从此，金厦实业便完全由金智投资实

际控制。

从江苏华夏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对这笔增资金额的验资报告可以确

认，在 2010年 4月 2日缴存金智投资
在农业银行南京百家湖分理处存款

7000万元，4月 6日缴存在南京水游
城支行 8000万元存款，遂完成验资。

银行方面询证函也显示，4 月 2
日金智投资缴入 7000万元出资额，4
月 6日缴入 8000万元。

离奇的资金异动也随即发生。

在农行百家湖分理处（账号

03352130101040010067）的账户流水
单上，《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4
月 6 日当天，该账户先后发生过 4
笔奇怪的出账，分别为 3300 万元、
3300 万元、3300 万元和 4350 万元，
其中两笔是转向江苏华兴软件有限

公司和南京艾迪违斯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其余两笔都是转向金智投

资。

到了 4 月 8 日，账户内剩余的
150万元也被转到金智投资，并于当
天撤销了该结算账户。

对于这笔涉嫌虚假出资的 7000
万元，有知情人士透露，原股东近期

已向江宁区工商局正式举报此事。

对于金智投资的多方腾挪，金

智科技董秘华美芳一直对外声称上

市公司均不知情。记者就此事多次

联系金智科技采访，均未果。

稀土产业链呼唤金融支持
王卫东 范晟

“这是一场虚假诉讼，就是个圈套”
本报记者 李海

（上接第九版）

逐渐轻资产化、重视线上营销、不断丰富自己的业务线以

及抓住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机遇———携程在试图转型是毋庸置

疑的，但在裴钰看来这并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拓展无线用户

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营销渠道，在价格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营

收的贡献能有多大？”裴钰表示，“而开展旅游目的地营销，则

意味着要与门户网站乃至众多广告公司竞争，这已经是片红

海了。缺乏清晰化的长期战略、缺乏商业模式创新才是携程真

正的问题。”

在平台模式出现之后，除了价格上的劣势，商户用户的增

速也成了 OTA捉襟见肘的一面。这可能是致命的，于是就有了
2012年携程、艺龙相继入驻淘宝旅行，不惜以壮大对手为代价
换取短期流量；另外，携程网 CEO范敏日前曾表示，“2013年携
程将会收购搜索引擎公司”———以携程为代表的 OTA 模式，似
乎已经进入裂变前夜。

大数据：OTA的下一座“金山”？

“10年里 OTA主要是在卖旅游产品，却忽视了‘旅游数据
化’。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遗憾。”裴钰表示，“携程现在的很多

尝试与调整，就像是‘坐在金山上发愁’。”在裴钰看来，创立于

1999年的携程有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优势：10多年发展积累下
的旅游消费数据化资源。

据环球旅讯报道，2012年 8月尚未正式推出的旅行计划网
站 Hopper获得了新一轮 1200万美元的融资，这家公司由全球
最大在线旅游网站 Expedia 及旅游社区 TripAdvisor 主管创
建———彼时，Hopper声称自己已经抓取了“超过 5亿页旅游数
据”，而这一数字有望在年底达到 10亿，Hopper也有望成为全
球最大的旅游数据库。大数据与旅游业结合的魅力，可见一斑。

由此，裴钰谈到了中国的 OTA们一个可能的转型方向：
“云游”商业模式。“在无国界经济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客户中

心化为根本，以‘旅游消费数据化’为创新核心，以平台型的无

线业务为牵引，以消费数据化的平台型模式精准地、真正地引

领需求。”

金智科技多位合伙人被指违规操纵上市公司做局

《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采访吴剑元

“金厦山庄”3号别墅，金厦公司工商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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