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劣后资金

劣后资金是相对于优

先资金而言的。如果项目赚

钱了，在支付给优先资金固

定收益后，劣后资金可以获

得超额收益部分；如果项目

亏钱了，那么先亏的是劣后

资金， 待劣后资金亏光了，

才亏优先资金。

2013

年

11

月

11

日，

A

女士 （为保护

爆料人权益，

A

女士

为化名） 满心期待

地查询银行账户 ，

空空如也的账户让

她顿时心头一紧。

这一天原本应

该是一年前购买的

理财产品到期兑付

的日子， 但无论是

本金还是利息都没

能如约地躺在账户

里。 时至今日，

A

女

士还弄不清楚为什

么一个看上去没有

任何问题的理财产

品， 管理方何以说

不兑付就不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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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理财资金去哪儿了？

国创能源定增搁浅 4亿理财产品违约索款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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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A女士多次查询账户， 但始

终没有这笔投资的资金兑付进账。 她觉得情

况不妙了。

在她多次拨打优道投资的服务热线

未果后，A女士多次登门询问情况，优道投

资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表示钱打给了国创

能源， 一方面表示该项目需要 “延期3个

月兑付”。

在随后的交涉中， 优道投资的工作人员

拿出了一份时间为2014年1月16日盖有国创

能源公章的《关于国创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

延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通

知》中，国创能源表示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未获得证监会通过， 富义投资参与国创能

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计划需要适当延期，延

期期限为6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 国创能源增发计划的延

期， 与富义投资这家有限合伙企业是否延期

完全是两回事。 根据富义投资的 《入伙协

议》，合伙企业的投资期限若需要延期，须经

合伙人会议通过。

“我们没有召开过任何形式的合伙人会

议”，A女士告诉记者， 在优道投资始终无法

解释资金去向的情况下， 她也曾向在券商工

作的朋友求援， 随后问到了优道投资董事长

杨智琴的手机号码，并给她打了电话，却依然

毫无结果。

国创能源在1月25日的公告中披露，公司

在1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

止审查通知书》，“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中止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审查的申请”。如果

上述盖有国创能源公章的《关于国创能源非

公开发行股票延期的通知》是真实的，则其比

公司公告整整提前了一周。

事到如今， 一个原本因国创能源定向增

发而成立的合伙企业， 在项目拖了一年多无

法实施后，在国创能源定增自行中止后，彻底

泡汤了。

A女士最困惑的是， 白纸黑字的合同，怎

么能说不还钱就不还钱呢？ 难道就没有人监

管， 没有人对此负责吗？4亿元原本专款专用

的募集资金到底去哪里了？

《每日经济新闻》

原本是为认购国创能源（600145）定向增发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如今在合伙企业到期、国创能源定增未能实施且已经中

止的情况下，资金管理方却无法兑现合同承诺的高收益，甚至连本金都无法偿还。

资金管理方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道投资）声称钱已经给了国创能源。国创能源却表示从来没有收到过这

笔钱！日前，记者拿到了这份“上海富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入伙协议》及担保函等重要文件。一个看上去各个环节都

再正常不过的项目，最终如何演变成一场资金消失的迷局？在这场违约风波中，谁又该负责呢？

2012年，A女士从第三方理财机构的推荐

中看到了一款理财产品———“国创能源定向

增发投资基金”。虽然这份资料用一行小字写

明了“免责声明：本推介材料仅作推介之用，

不构成对客户的要约， 各项条款最终以法律

文件为准”， 但高额的回报和完备的风控说

明，还是让A女士心动不已。她认为这个产品

有这么几个吸引人的地方：

首先，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很高。认购

金额达到50万~100万元（不含），收益率有望

达到9.5%；100万~300万元（不含），收益率有

望达到10.5%；300万~600万元（不含），收益

率能达到12%；600万元及以上，预期年化收益

率将高达13.5%。上述预期年化收益率是银行

定期存款望尘莫及的， 甚至连当前火爆的余

额宝等货币基金也不可企及。

其次，资金用途明确。该募集资金全额用

于贵州国创能源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即国创能源）定向增发项目。

2012年5月， 国创能源发布增发预案，公

司拟非公开募集约39.5亿元收购和增资相关

公司，实施对美国THC公司煤矿的开发。2012

年7月，国创能源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予以

修订，随后该预案提交证监会审核。

参与上市公司定增项目，A女士觉得还是

比较放心的。

最后，项目的风险控制措施很多。一方

面，该基金采取了结构化设计，即优先资金

为3亿元，（管理方）劣后资金为1亿元；另一

方面，项目还引入了两个担保方———中国华

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投资）

和贵州洋阳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洋阳矿业）对3亿元募集资金的本金和预期

收益返还提供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该推介

资料还写明：国创能源第一大股东江苏帝奥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投资）已经向

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优

道投资）出具承诺，承诺本项目到期后，按

国创能源定增价格溢价25%回购有限合伙

人全部股份。

由于收益率、项目情况、风控措施都描绘得

很好，A女士决定参与该项目，投入百万资金。

2012年 10月底，A女士作为甲方与乙

方———王玮， 丙方———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了认购协议书。

认购协议书显示，合伙企业名称为：上海

富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

义投资或该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类型为：有

限合伙企业；设立目的为：合伙企业将以合伙

人出资的资金全额用于国创能源定向增发股

票项目或经证监会正式核准的其他项目；合

伙企业募集资金规模拟为4亿元，其中，普通

合伙人及管理方优道投资出1亿元劣后资金，

有限合伙人王玮已出资500万元，其余有限合

伙份额由投资者认购。

根据协议， 该合伙企业所募集资金的投

资期限为1年，自项目成立时起至投资期限届

满时止。如果合伙企业要延期，则需经合伙人

会议通过， 合伙企业的投资期限将按照合伙

人会议确认的期限延长。

协议签署当天，A女士向富义投资的账户转

去了百万资金，账户：2000668279000170，收款

方开户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12年11月12日，A女士收到印有优道投

资“抬头”，盖有富义投资公章的“国创能源

定向增发投资基金成立公告”的文件。文件显

示，2012年11月2日为认购资金收益计算的起

始日，1年期投资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七个工作

日内， 优道投资将按照约定的收益标准回购

出资份额， 并将回购款项划转至投资者指定

的银行账户。

据悉， 富义投资共募集了4亿元资金，其

中，1亿元的劣后资金是由优道投资掏的，优

道投资是管理方也是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

人；3亿元的优先资金是从像A女士这样的投

资者 （包括富义投资法人王玮投资的500万

元）那里募集的，他们是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

伙人。

白纸黑字的合同约定， 一年十几个点的

高额预期收益率， 资金存放于合伙企业的银

行账户，A女士对一年后的收益充满了憧憬。

然而，事情却没有当初预想的那么简单。

签约与基金成立

高收益理财产品令人心动

现在本金索要无门

作为结构化产品， 该项目有

劣后资金

1

亿元兜底；作为权益类

投资， 该项目有两个担保方为资

金的全程安全进行担保； 作为有

明确设立目的的合伙企业， 该项

目明确了专款专用投资于国创能

源的定增和证监会审批的其他项

目；作为募集资金，该项目有银行

作为资金托管方。然而，就是这样

一个项目企业， 其资金去向却成

疑， 已经到期的资金也无法拿到

本息！

由于富义投资的宣传资料中提及“国创

能源第一大股东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已经

向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承诺,承诺

本项目到期后, 按国创能源定增价格的25%溢

价回购有限合伙人全部股份。”那么，帝奥投

资对此怎么说呢？

记者致电帝奥投资， 公司一位负责人向

记者表示，“这个事情不要来找我们，我们都

已经做过声明了。”该份声明中指出：近期，

媒体刊发了多篇关于优道投资等公司以参与

国创能源定增项目为由进行募资且资金去向

不明的报道， 报道中多次提及本公司向优道

投资或相关方出具过“收益承诺书”。

帝奥投资称目前公司已经报警， 优道投

资的所有相关文件都属于造假。“本公司在

此郑重声明： 本公司及南通市盛晖投资有限

公司等帝奥集团下属公司与优道投资及其他

以参与国创能源定增项目为由进行募资的任

何公司和个人不存在关系； 本公司及帝奥集

团下属公司从未向优道投资或相关方出具过

任何‘收益承诺书’、‘担保函’之类的文件。

本公司已了解到相关情况，收集到相关证据，

上述文件均系伪造， 本公司已向国家公安机

关报案。”

《每日经济新闻》

在A女士的多次追问下， 优道投资始终

无法拿出证明：4亿元的募集资金去哪儿了？

实际上，按照合同约定来理解，这笔钱理

应躺在账户上。

据《入伙协议》及其他文件，作为管理方

优道投资并非可以对富义投资的资金随意调

用。 因为富义投资的设立目的即专款专

用———投资计划包括两个投资方案： 一是资

金全额用于国创能源定向增发股票项目；二

是用于经证监会正式核准的其他项目。

由于国创能源的定增未能成行，第一个

方案显然无法实施。对于第二个方案，优道

投资并没有通知A女士执行过该方案，以及

该方案的具体投向，而且根据《入伙协议》

中“甲方的权利与义务”一节，“3、乙方对

于合伙企业的任何管理行为甲方均享有知

情权”。

显然， 这4亿元的资金按理说应该停留

在账上。而即使是停留在账上，相关的本金

和约定利息也是要给有限合伙人的。 根据

《入伙协议》“代持财产的返还”一节，“若

因项目未经证监会最终核准或其他正当原

因，甲方与其他合伙人的全部认购资金未能

最终应用于项目投资，则由乙方按照年化收

益标准将认购资金和认购资金占用费返还

给甲方。”

如果钱还在账上， 有限合伙到期后的资

金利息兑付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富

义投资有1亿元的劣后资金兜底。

操作过结构化产品的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虽然国创能源的定增没有实施，富义投资

可谓是投资无门。但在这种情况下，富义投资

还需要给付优先资金的投资收益， 而这笔费

用自然由劣后资金来承担了。 根据合约，3亿

元优先资金一年期的收益率在9.5%~13.5%，

按照12%的收益率估算，3亿元的优先资金能

够拿到的收益大约是3600万元，1亿元的劣后

资金显然够支付利息了。

当然，如果正常兑付，加上富义投资存

续期内的各项费用， 作为管理方和劣后资

金方， 优道投资将面临或高达4000万元的

巨额亏损。

然而， 种种迹象表明这4亿元的资金已

经不在账上了。

记者日前多次致电优道投资董事长杨

智琴手机，但其均未接听。

昨日10：00， 记者来到优道投资位于上

海市威海路的总部，前台人员表示，过年之

后并未见到董事长本人。

记者对环形办公区域走访发现，董事长

办公室大门紧闭， 公共区域员工分散落坐，

销售办公片区则基本无人。

随后，一位优道投资的工作人员接受了

记者采访。

记者：

富义投资的4个亿募集资金到底

去哪了？

工作人员：

富义投资为优道投资子公

司， 这4亿元资金募集后就已转给了国创能

源， 优道投资出资的1亿元劣后资金也在其

中。 我们有相关凭证可以提供给投资者本

人。 至于国创能源对该笔资金如何处理，我

们对此无权进行监督。

记者：

此前投资者提供了一份1月16日

有关因国创能源定增未获批，富义投资参与

公司定增的计划需要延期6个月的通知，目

前进展如何？

工作人员：

优道投资在该产品到期前、延

期后，以及目前，我们就一直在跟国创能源进

行沟通， 希望国创将这笔资金包括本息一起

进行兑付，但是国创还没有给予具体答复。

记者：

《入伙协议》 中王玮与公司的关

系是？是否能够接受采访？

工作人员：

富义投资是优道的子公司，

王玮则是富义投资的法人，其实相当于所有

的投资者与王玮之间签了个转让协议，合同

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假设国创能源在定向

增发成功后， 相应的股权是放到富义名下，

然后由王玮再分配给投资者， 等待到期后，

优道投资再进行溢价回购。至于王玮本人我

没有接触过。

实际上整个合同的关系， 打个比方，我

们一起合伙去做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国创能

源的定向增发，当然，之前是商量好的，预期

是一年能做完。但现在一年下来这个生意没

有做完，那能怎么办？优道1个亿的劣后资金

也付了，投资者的钱也付了，但投资者在向

我们要求将份额退出。

记者：

考虑到专款专用，在国创能源定

增没有通过证监会审核的情况下，该笔资金

为何就能到国创能源的账上？

工作人员：

优道投资作为融资平台，接

受项目方融资，优道投资与国创能源之间签

订了针对这个定增项目的融资协议，所以优

道在融资完成后打款给对方。该协议中约定

了项目到期后的回购及利率，但具体融资协

议不便对外公开。

针对优道投资“钱打给了国创能源”的

说法，记者对国创能源方面进行了求证，国创

能源董秘王强予以回复。

记者：

根据优道投资的说法，其募集的4

个亿是打给了国创能源，公司收到钱了吗？

王强：

不会吧？我们公司怎么会去做那种

融资呢？之前我们不是澄清过了吗？这个不是

很清楚。

记者：

你们公告澄清的是刘永盛的案子吧？

王强：

恩，我们澄清的是刘永盛的事情。

记者：

公司给优道投资发了一则“关于

国创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延期的通知”，是

出于何种考虑？

王强：

这是以谁的名义发的？我不清楚这

个情况，我们的公告都很明确，拿到证监会通

知以后就马上公告了。

记者：

华阳投资、洋阳矿业是该项目的担

保方，其中洋阳矿业是公司的子公司，这两个

企业是不是国创能源找的？有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两个企业会进行担保？

王强：

洋阳矿业现在不是我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现在我们的持股比例只占20%左

右，很少数量，我们不可能去管这个事情。

记者：

在宣传资料上，优道投资写明：国

创能源第一大股东承诺项目到期后， 按定增

价格溢价25%回购定增股份， 请问有没有这

个事情？

王强：

我们不是很了解，不在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的范围。

记者：

优道投资表示，优道投资与国创能

源签订了针对定增项目的融资协议， 该协议

约定在融资完成后打款给国创能源， 有这回

事吗？

王强：

我不清楚这个事情啊，你看到这个

协议没有？协议里有没有公司公章？除了公章

外，还有没有谁的签字？是委托融资协议？这

个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 这还是第一次听你

说起这个事。这个事情我需要去了解一下。

记者：

优道投资和上市公司有关系吗？

王强：

没有。我们和优道投资没有任何关

系。优道投资和我们没有任何合作项目。

记者：

这次定增融资优道投资和公司事

先沟通过吗？

王强：

他们是一个独立法人，独立基金公

司发产品，又不会和我们说，我们哪里知道。

我这一块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上市公司没有

作出决议要让优道投资发产品。 上市公司这

块没有和优道有过联系。

1亿元不够支付利息？

优道投资：钱打给了国创能源

就在记者欲离开之际， 遇到从江浙地

区赶来的， 此前同样参与到国创能源定增

项目（上海富义投资入伙协议书）的投资者

代表，其现在正与公司交涉，希望能讨回自

己的资金。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去年10月份，对

方跟我说1月22日兑付， 现在是2月份，还

要延迟半年兑付。半年后，这个担保函就

快失效了，因为华阳控股的担保函只有两

年时间，已经一年过去了。我要问一下现

在情况怎么处理， 还款来源怎么安排，款

项到底去哪里了？”上述投资者代表向记

者及在场的公司人员表示，“投资者本人

现在病重不可能过来，我是接受该投资者

委托。”

该投资者代表还向记者表示， 已先后

联系公司董事长杨智琴多月，但始终无果。

此前， 曾与优道投资进行合作的信托

业人士向记者透露， 近期优道投资相关高

管“跑路”的传闻已在业内流传开。

不过，优道投资相关人士则对记者表示，

目前仍与董事长通过电话， 并通过短信进行

联系，几乎每天都有沟通，只是董事长并不在

这儿办公，该人士认为上述传闻并不属实。

现场直击

国创能源：优道投资和我们没有任何合作项目

帝奥投资：公司已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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