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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滑铁卢
商海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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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成功，，各有各的路径各有各的路径；；
跌落神坛跌落神坛，，也各有各的原因也各有各的原因。。

还原首富浮沉还原首富浮沉，，
以为后来者之镜鉴以为后来者之镜鉴————

帮人代偿15亿，险成“老赖”

受金融危机影响，煤炭需求
疲软，价格骤跌。2009年，美锦能
源因库存增长、成本上升等原因，
开始陷入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2009年年报显示，美锦能源实现
营收8.69亿元，同比下降4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负债448.11万元。

作为山西的“江湖儿女”，姚
俊良的危机既和煤炭行业环境转
变相关，也和“江湖义气”有关。

经历了煤炭的黄金时代，也
度过了“煤老板”风停的阶段。即
便在2010年前后遭遇困境，但长
期以来，美锦集团都是山西的明
星民营企业。2018年，美锦集团还
曾以192亿元的营业收入，成为山
西省第二大的民营企业。

不过，一年过后的现在，姚俊
良虽然还坐在首富的位置，但财
富缩水118亿元，还和集团一起，
先后5次被列入了被执行人名单，
离“老赖”只剩一步之遥。

据界面、新京报等多个媒体
报道，今年6月，姚俊良已经两次
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
行人（案号分别为（2019）晋01执
431号和（2019）晋01执432号）。此
外，美锦集团也3次被列入被执行
人，且从案号可见，姚俊良被列入
被执行人，和美锦集团都是相关
的案件。

其实姚俊良和美锦集团的危
机不仅如此。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注意到，美锦集团所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几乎全数质押。截
至今年7月31日，美锦能源公告显
示，美锦集团共持有上市公司
74.36%的股份。其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数量为约30.09亿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91%，
占公司总股本的73.56%。

姚俊良和美锦集团到底发生
了什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
到，在2019年姚俊良和美锦集团集
体暴出的危机，并不是在这一年突
然来的。债务问题、股权质押，似乎
都指向了同一个原因：帮助“山西
前首富”李兆会家的海鑫集团。

2012年前后，煤炭、钢铁业都
迎来寒冬。“江湖儿女”山西企业
家们开始相互取暖，互做担保。其
中，“前山西首富”李兆会家的海
鑫集团是美锦集团担保的一家。

根据新京报2017年的报道，
李家和姚家早有交情。据姚俊良
弟弟姚四俊称：“我们和李海仓
（李兆会的父亲）在山西工商联等
有过一些交集，和海仓关系不错，
之前李兆会见到我非常客气，喊
我‘四叔’。”姚四俊介绍，在海鑫
集团2014年破产前后，美锦集团
累计为海鑫集团代偿15.5亿元的
债务。约14亿元至今未追回。

实际上，那两年美锦能源的
业绩也并不好。在海鑫钢铁破产
前后，2014年至2015年，美锦能源
分别亏损了2.21亿元、3.64亿元。
没有上市公司的利润支撑，美锦
集团帮助海鑫集团代偿的十多亿
元债务，也基本上由其自身承担。

这也解释了上述美锦集团大
笔的股权质押和失信。

据美锦能源的公告，为了进
行融资，美锦集团开始在2014年
后将所持美锦能源股份进行大手

笔质押。姚四俊也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由于帮助海鑫钢铁偿还巨
额贷款，这些年美锦集团压力较
大，也间接导致了一些子公司经
营困难，少数子公司出现了失信
行为。

押注氢能源，收深交所关注函

姚氏家族早就意识到，当一个
单纯的“煤老板”已经过时了。如
今，姚俊良又找到了新的“风口”。

2019年全国“两会”，氢能写
进了《政府工作报告》。3月26日，
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指出

“过渡期后不再对新能源汽车（新
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
外）给予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
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建设
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

随后，全国有超过20个省市
出台相关产业规划，氢能源市场
规模或达万亿级。

而氢能源这一风口，姚俊良
和美锦能源在两年前就已经站了
上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
意到，2017年9月18日，美锦能源就
发布公告，将以自有资金出资1亿
元人民币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山西示范
区美锦氢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氢气制取、加氢站、储运设
备、燃料电池、燃料电池汽车、分
布式能源等氢能源产业链中的国
内外相关技术的引进、开发和已
成熟项目的商业化实施等工作。

同年12月，美锦能源以现金
收购方式收购了佛汽集团持有的
佛山市飞驰汽车15%股权。而据公
开资料显示，飞驰汽车具备5000
辆氢能源客车的年生产能力，氢
能源物流车产量国内第二。

2018年，美锦能源称，报告期
内除了实现对国内最大的氢燃料
电池客车企业飞驰汽车的控股之
外，还与广东鸿运高新共同出资
设立广州鸿锦投资，持续大手笔
投资燃料电池产业。

到了今年，美锦能源仍在持
续发力。2019年3月，美锦能源发
布公告称，拟在浙江嘉兴市秀洲
区投资建设美锦氢能汽车产业
园，预计总投资100亿元；4月，美
锦能源再次宣布，拟向广东国鸿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有条件增资持
有其不超过10%的股东权益；6月
底，该公司又宣布，投建青岛美锦
氢能小镇，预计总投资100亿元。

押注氢能源的转型，让美锦
能源今年的股价水涨船高。由今
年1月的3元/股涨至4月的20余元/
股，8月29日收报9.78元/股。

但同时，美锦能源还是受到
诸多质疑。

今年7月1日，深交所曾发布
关注函，要求其说明是否有上述
200亿投资的支付能力等。不过，
根据美锦能源8月28日披露的
2019上半年财报，“焦炭产品及
副产品”仍然是收入大头，“新能
源汽车加氢站”业务的收入仅占
4.83%。

姚俊良和美锦能源能否乘上
氢能这一“好风”，步入“青云”，还
需要时间的检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袁野 制图 黄敏

财富缩水118亿
两次成为被执行人
所持美锦能源股份

几乎全部质押

山西首富
姚俊良

2019年3月，美锦能源称，拟投资100亿
元建氢能汽车产业园。6月，又宣布投建青岛
美锦氢能小镇，预计总投资100亿元。

现状：根据美锦能源8月28日披露的
2019上半年财报，“新能源汽车加氢站”业务
的收入仅占4.83%。

“首富”二字已经足以吸引目光，“山西首富”更甚。
在今年5月发布的《新财富500富人榜》上，去年的“山西首富”姚俊良家

族以102.3亿元继续保持着“首富”这一位置。
不过与去年的220.3亿相比，他的财富已经缩水了118亿元。据界面、新

京报等多个媒体报道，今年6月，姚俊良已经两次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列
为被执行人（案号分别为（2019）晋01执431号和（2019）晋01执432号）。作为
姚俊良最重要的资产，他通过美锦集团所持有的美锦能源（000723，SH）的
股份，已经几乎全数质押。

符合大家想象的是，作为山西最有钱的人，姚俊良是山西最大的“煤老
板”，“焦炭产品”是姚俊良发家的领域。

如今，他的美锦能源已经从“煤”转型，押注氢能市场。不过，根据美锦能
源8月28日披露的2019上半年财报，“焦炭产品及副产品”仍然是收入大头，

“新能源汽车加氢站”业务的收入仅占4.83%。
8月28日、2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与美锦能源联系，对方记

录了记者的电话、问题，称“集团方面的问题不方便回复”，其他问题则需要
“请示领导”，不过至截稿时记者暂未得到回复。

美锦能源开始“转型”，而实控人姚俊良为何差点成为“老赖”，他又该如
何转型？

从“煤老板”到山西首富

靠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山西的
诸多企业家都是以之发家，成为

“煤老板”。姚俊良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公开传播的故事里，姚俊

良的发家史和父亲姚巨货是分不
开的。

在美锦能源的官网里，1981
年至1992年，公司进入了初创起
步期。实际上，美锦能源的前身天
宇电气在那个时候都还未成立。
与其说彼时是美锦能源的初创起
步期，不如说是姚俊良父子的起
步期。

上述资料显示，1981年，28岁
的姚俊良在父亲姚巨货的带领下，
利用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搞
汽车运输，并成立了太原市清徐县
的第一个汽车运输车队：“车队”最
初只有两辆车，买车的钱都是由姚
俊良父子贷款而来。

1983年，姚俊良与父亲开办煤
炭加工厂，开始了土法炼焦。随后，
姚氏父子相继成立了徐清县乡镇
企业供销公司运输站、徐清县联合
煤炭运输站。

1992年，姚氏父子基本完成了
企业扩容建厂的原始积累，已经拥
有了8辆自己的货车，为实现流通
企业到实体企业的转型奠定了基
础。1999年，成立山西美锦煤炭气
化股份有限公司。

企查查信息显示，2000年，姚
氏家族七位成员共同出资，成立了
美锦集团。

姚俊良和他的5个兄弟姐妹
（姚俊杰、姚俊花、姚三俊、姚四俊、
姚俊卿）、父亲姚巨货是公司的股
东。在这个时候，姚俊良已经显示
了在美锦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具体
股份来看，姚俊良的持股比例是最
高的，为25%。其余人的持股比例都
为12.5%，法定代表人是姚巨货。

2006年，美锦能源借壳上市。
同年，姚俊良家族以40.3亿元身家
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41位，
斩获“山西首富”的名号。

经过多年发展，美锦集团成为
以煤炭开采为主，涉及煤化工、煤
矸石发电、陶瓷、新型材料、建材和
特种钢行业的大型集团公司。

成为山西最大民营煤炭企业

2018年，山西导演贾樟柯回到山
西，拍摄了极有地方特点的电影《江
湖儿女》，这也成为他最卖座的电影。

电影开篇就提到，女主角巧巧
的父亲所在的煤矿将要拆迁，搬到
新疆，父亲面临失业。作为矿上的老
职工，醉酒后的父亲通过广播大声
控诉煤矿领导滥用职权，胡作非为。

电影里，那是2001年。
小人物命运的改变最早揭示

了产业变革的动向。实际上，在那
个10年里，“山西煤改”开始，“煤老
板”们和小人物一样，命运也逐渐
发生了改变。

2003年，山西省开始对本省煤
矿资源进行整合。据了解，当时山
西省的煤炭基金从开始的40亿元
经过多年的消耗使用已经减少到
25亿元左右，煤矿资源整合的初
衷，是希望国家能够延长对于山西
煤炭基金征收年限。

200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坚持走资源利用率
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
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鼓励大
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
鼓励资源储量可靠的中小型煤矿，
通过资产重组实行联合改造。

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因素考虑，
另一方面，当时发生了多起煤炭安
全生产事故，不得不让煤改加速。

根据山西省政府当年下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
组的意见》，要求到2010年底，矿
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大集
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山西
省总产量的75%以上，彻底终结小
煤矿。

根据煤改的方案，大批中小煤
矿的煤老板拿到了巨额的赔偿金。
有人开始买楼买地，有人开始投资
娱乐，“煤老板”这一群体逐渐湮没
在历史的进程中。

不过，不知是福是祸，姚俊良
坚守“煤老板”身份。他的美锦能源
在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中，被确定
为煤炭资源整合主体，整合了东于
煤矿和锦辉煤矿，成为山西省最大
的民营煤炭企业。

2006年，美锦能源借壳上市。同年，姚俊良
家族以40.3亿元身家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排名41位，斩获“山西首富”的名号。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锦集团已经成为以煤
炭开采为主，涉及煤化工、煤矸石发电、陶瓷、新
型材料、建材和特种钢行业的大型集团公司。

背靠丰富的煤炭背靠丰富的煤炭
资源资源，，山西的诸多企山西的诸多企
业家都以之发家业家都以之发家，，成成
为为““煤老板煤老板”。”。20002000
年年，，姚氏家族七位成姚氏家族七位成
员共同出资员共同出资，，成立美成立美
锦集团锦集团，，姚俊良是最姚俊良是最
大的股东大的股东。。

风停：受金融危机影
响，煤炭需求疲软，价格
骤跌。多发的煤炭安全生
产事故，让山西省政府决
心终结小煤矿。

20032003年年，，山西省开始对煤矿资源进行整合山西省开始对煤矿资源进行整合。。姚俊良坚守姚俊良坚守““煤老板煤老板””身身
份份，，美锦能源被确定为煤炭资源整合主体美锦能源被确定为煤炭资源整合主体，，整合了东于煤矿和锦辉煤整合了东于煤矿和锦辉煤
矿矿，，成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炭企业成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炭企业。。

困境：美锦能源因库存增长、成本上升等原因，陷入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2009年年报显示，美锦能源实现营收8.69亿元，同比下降49.2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债448.11万元。

今年3月、4月，美锦能源宣布发
力氢能源，股价走高

起起

今年6月，姚俊
良两次被太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
人。美锦集团也3次
被列入被执行人。截
至今年7月31日，美
锦集团共持有上市公
司74.36%的股份。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数量为约30.09亿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98.9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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