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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达世纪游轮股权变更“少东家”退出传递啥信号？

3.88亿 佳程广场70%股权两次流标最后一次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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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查数据显示，冠达世纪游轮股权是今
年10月29日发生变更，原股东彭俊珩退出，新
增两名自然人股东刘彦和叶桦。

这样，冠达世纪游轮股东由原来的两名彭
建虎（99%）、彭俊珩（1%），变为三名，即彭建虎
（98%）、刘彦（1%）、叶桦（1%）。

冠达世纪游轮的注册资本6亿元未有变化，这
意味着彭建虎、彭俊珩分别向刘彦、叶桦，转让了1%
股权，即刘彦、叶桦分别获得注册资本600万元。

彭建虎持股由99%，降到98%，彭俊珩转让
1%股权后，彻底退出。

冠达世纪游轮现高层分别为执行董事彭建
虎、经理刘彦（法定代表人）、监事叶桦。

这意味着三名高层均持有股权，彭建虎将
核心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绑定在一起。

刘彦、叶桦分别受让的冠达世纪游轮1%股
权，价值是多少？而冠达世纪游轮已非公众公
司，不需披露。

两高层分别受让1%股权

11月 16日，渝三峡A(000565)公告，11月
15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查询，知悉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
团）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具体情况包括：第一笔2300万股，冻结期
从2019年11月14日到2022年11月13日，占

化医集团所持渝三峡A股份比例的13.08%，第
二笔1500万股，冻结期也是从2019年11月14
日到2022年11月13日，占化医集团所持渝三
峡A股份比例的8.53%。

司法冻结执行人均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化医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7580.8982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5%，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化医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38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8.76%。

2019年 11月 15日，渝三峡A向控股股东
化医集团函告了解，化医集团回函告知目前未
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法律文
书或通知文件，也未获悉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具
体原因及情况等信息；化医集团将尽快核实股
份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积极配合渝三峡A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渝三峡A表示，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
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具有
独立完整的资产、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
司法冻结事项的进展，并督促化医集团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桑吉贵

天眼查数据显示，重庆栩宽成立于2012年9
月 29 日，主要经营范围为对北碚区蔡家组团 H
分区 H03-02/03、H07-01/03 地块写字楼、商业
及配套公寓住宅进行开发建设经营、销售、租赁、
物业管理等，法定代表人为田文陶，重庆栩宽现
为法院失信被执行人，重庆栩宽持有铁兴房地产
100%股权，铁兴房地产法定代表人也为田文陶。

重庆栩宽注册资本 12.65 亿元，实缴资本
64648.435万元，有两名股东，佳程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占股77.34%，为控股股东。重庆栩宽控股
股东佳程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于
1996年11月5日，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栩宽另一名股东为重庆两江蚕业发展
有限公司，占股 22.66%，重庆两江蚕业发展有限
公司为重庆市蚕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全资。

有资料称，香港佳程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超大型
的股份制跨国投资集团，业务遍布全球，以大型豪华
地产投资项目为主营业务，并从事五星级酒店和六星
级会所的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和国际贸易等。

新闻纵深

佳程广场开发商来自香港

渝三峡A大股东化医集团部分持股被司法冻结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桑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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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记者独家获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
重庆冠达世纪游轮有限公司（冠达世纪游轮）股权发生变更，游
轮大王彭建虎之子原股东彭俊珩退出，新增两名自然人股东刘
彦和叶桦。

这样，冠达世纪游轮股东由原来的两名彭建虎、彭俊珩，变
为三名，即彭建虎、刘彦、叶桦。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游轮大王的彭建虎，因运作世纪游
轮壳资源给巨人网络而闻名资本市场，此举应为进行高价值
股权激励，将另外两名高层成员的利益与公司绑定在一起。

天眼查数据显示，冠达世纪游轮原名为重
庆冠达游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月 28
日，注册资本6亿元，实缴资本6亿元，注册地
在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1栋5层。

原为承继上市公司世纪游轮（002558）置
换出的游轮等资产而新设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原为彭建虎。

2017 年 1 月 4 日，由彭建虎变更为刘彦，
2017年 3月 30日，股东变为彭建虎（99%）、彭
俊珩（1%）。2018年10月17日，重庆冠达游轮
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冠达世纪游轮有限公司。
如今又发生股权变更。

刘彦、叶桦分别受让的冠达世纪游轮1%股

权，价值多少？
冠达世纪游轮除了游轮产业外，还对外有多

项投资，分别为4家全资子公司重庆世纪尚嘉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冠程（上
海）游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重庆新
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
重庆御辉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

参股公司为重庆洪泰致盈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注册资本5000万元，占17.65%）。

另外，冠达世纪游轮的注册资本6亿元，实
缴资本6亿元，考虑到冠达世纪游轮效益不错，
因此，1%股权价值均在600万元以上，加之其
他因素，市场价值应该超过1000万元。

持股价值应分别超千万
在巨人网络借壳渝股世纪游轮上市的大

背景下，重庆游轮大王彭建虎父子书写了传
奇人生。

身家最高曾超百亿

彭建虎1957年出生，渝中区人，1977年
参加工作，在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工作。1985
年川外英语专业本科毕业，从事翻译和导游
工作。

1994年，彭建虎创立重庆新世纪游船旅
游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即世纪游轮前身。

2011年 3月 2日，世纪游轮首发1500万
A股募资4.5亿元，在深圳中小板上市，成为
内河游轮第一股，彭建虎和彭俊珩父子当时
身家为16.76亿元。之后，父子二人持股市值
一直徘徊在10多亿元。

2015年，世纪游轮被史玉柱旗下的巨人
网络相中，巨人网络开始了借壳之路，彭建虎
和彭俊珩父子持股市值一度超过100亿元。

2016年 4月，巨人网络实现借壳世纪游
轮上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彭建虎变为
史玉柱，上市公司注入互联网资产，更名为巨
人网络，而上市公司原游轮和旅游地产等资
产置换出，成为彭建虎旗下个人资产。

彭俊珩从基层做起

彭俊珩 1982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就读
于解放碑八一路小学、重庆十一中，后毕业于
加拿大莫哈克学院语言和工商管理专业、马
来西亚英迪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父亲彭建虎一直在培养彭俊珩，世纪游
轮创立时，彭俊珩就持有股份，为仅次于彭建
虎的第二大股东。

彭俊珩曾担任世纪游轮董事，后不再担
任董事，转而从基层做起，曾任世纪游轮总经
理助理。

彭俊珩现担任重庆泰泽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大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虎
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建虎交响乐团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法定代表人，辅佐父亲彭
建虎。

记者曾与彭俊珩有过多次接触，感觉彭
俊珩为人低调，不张扬。相关人士也表示，彭
俊珩虽然家境好，但很有素养，没有什么富家
子弟做派，且非常勤奋努力，点子多。

从2016年 11月起，彭建虎、彭俊珩父子
数次减持巨人网络股份，到2019年半年报，
退出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业内人士分析，根据
相关数据估算，累计变现金额约60亿元。

刘彦、叶桦均为彭建虎的老臣，在彭建虎
将世纪游轮壳资源给巨人网络的运作中，也受
益匪浅。

刘彦女士，中国国籍，1963年3月出生，大专
学历，曾就职于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1999年即
进入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担任国
际中心负责人、监事等；曾任上市公司世纪游轮
董事，副总经理；早在2011年世纪游轮上市时，
刘彦女士即持有上市公司原始股12.5万股。

叶桦，男，1970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叶
桦，曾任三亚市大酒店行政秘书，重庆新世纪
游船旅游公司总经办秘书、主任，重庆中辰旅
游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重庆新世纪游轮有
限公司市场研发中心总监一职；上市公司世纪
游轮副总经理。

2011 年世纪游轮上市时，叶桦也持有上
市公司原始股7.04万股。之后，巨人网络借壳
世纪游轮，两人减持，赚得盆满钵满。

卖壳致富两名老臣搭车

延伸阅读

彭建虎父子书写传奇人生

两次拍卖流标后，蔡家核心在建商业体重
庆佳程广场70%股权，进入最后一次处置。

2019年11月29日10时起，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重庆栩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栩宽）
持有的重庆铁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铁
兴房地产）70%的股权进行公开变卖，变卖价
38859.1168万元。

铁兴房地产主要资产为重庆市北碚区佳
程广场项目两宗地，自2015年停工至今。此
次司法处置，系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因重庆
栩宽无力偿债，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两次拍卖低至5.6折均告流标

佳程广场位于蔡家组团规划的核心地
段。项目公司铁兴房地产为重庆栩宽全资子
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田文陶，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北碚区。主要
资产为重庆栩宽投入的佳程广场项目的北碚

区蔡家组团H分区两地块。
这两块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95097 平方

米，折合约142.65亩，地上建筑为1#-4#、8#楼
为在建工程，总建筑面积规划约 27.5 万平方
米。重庆佳程广场项目已停工停建四年，一直
未复工。

9月 9日起至9月 10日，重庆栩宽持有的
铁兴房地产70%的股权曾进行第一次拍卖，评
估价69391.28万元，起拍价48573.869万元，相
当于评估价7折，由于无人缴纳保证金入场，
最终流标。

10月15日到10月16日，该项股权第二次
拍卖，起拍价38859.1168万元，较第一次拍卖
价，降价20%，相当于评估价5.6折，但无人缴
纳保证金，宣布流标。

本次司法处置，系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因重庆栩宽无力偿债，而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此前有公开资料称，重庆佳程广场由佳程集
团旗下子公司重庆栩宽地产投资开发，占地1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规划业态
涵盖品牌主题商业中心、超高层国际甲级写字楼
及国际商务写字楼组成的顶级联合写字楼群、酒

店式商务SOHO、国际公寓、五星级酒店等。

此次变卖只需缴10%保证金

此次处置为第三次，进入司法变卖，变卖价
38859.1168万元，和第二次拍卖起拍价一样。

重庆瑞海律师事务所专业法律人士介绍，
不同于司法拍卖的竞价周期为48小时，变卖
期会长达60天，但变卖期间，有竞买人出价，
变卖期会立即缩短为24小时竞价周期。

不过，为了吸引买家，此次司法变卖的保
证金仍然是缴纳3885.91168万元，即变卖价的
10%，而不是按照惯例，参与变卖需交纳变卖
价全款。

如果司法变卖依旧流标，该股权可以抵债
给申请执行人。

有房地产业内人士指出，对重庆佳程广场
项目公司100%股权处置，较重庆佳程广场项
目公司70%股权处置，对买家更有吸引力。这
更便于买家统一规划和整体操盘运作。因此，
业内期待未来重庆佳程广场项目公司100%股
权进行整体处置，不过，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协
调相关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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