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企业破产
重整的有益尝试
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邹忠平

2021年2月，江缆破产重整案被省高级人
民法院列为“2020 年度十大典型破产案例”。
作为江缆破产重整管理人，我们深感此案的成
功，得益于以下三点：

一是坚持了破产不停产原则，通过政府筹
资帮助企业解决重整期间过渡生产流动资金
的问题，保障了企业的基本生产，护住了企业
的人才、品牌、资质、商标、技术等优质资源，留
下一个活着的江缆等待重整重生。

二是坚持用法治手段平衡各方利益，坚持
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成功化解了企业债务，依法锻造了一个“干
干净净”的江缆，打消了战略投资者的后顾
之忧。

三是尊重市场规律推进破产重整，采取企
业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招大联强等手段，最终
与江铜集团融合，实现了企业的涅槃重生，实
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的有机
统一。

从江缆重整后的变化来看，我认为，江缆
破产重整案堪称是探索政府支持、司法主导、
市场化导向下企业破产重整路径的一次有益
尝试。

专家观点

“破”“立”之间
的智慧与担当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企业有生有死，破
产早已成为常态。但由“破”而死易，由“破”而
生难，债务复杂、涉及面广的大型企业由破产
走向重生更是难上加难。

纵观江缆由“破”而生的全过程，我们看到
的是：地方党委政府的勇气担当——当江缆面
临破产清算、命悬一线时，地方党委政府没有
作壁上观、任其自生自灭，而是着眼于企业和
产业的长远发展，紧急入场担当“救火队员”，
为破产重整成功立下了头功；是法治精神与市
场思维的强大力量——地方党委政府入场“救
火”时，始终坚持在法治框架和市场规则下调
动一切资源，为企业破产重整的合法有效、未
来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是危难当头时
利益各方的上下齐心——破产重整期间，地方
党委政府充分集纳企业员工、债权人、法院、管
理人意见，做到相关联的利益各方，既各司其
职，又齐心突围。

江缆破产重生，凸显的是区域经济新格局
下地方党委政府攻坚克难的智慧和担当，更为
市场经济下破解大型企业“生死劫难”提供了
有益借鉴。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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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试产成功了！”
5月 7日，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500kV超高压生产车

间内一片欢腾，随着第一根 11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线芯的
成功试制，在停产近 8年后，这个让江缆人爱恨交集的超高
压生产车间从沉睡中苏醒，“点燃”了在场的所有江缆人。

2013年，因为上马500kV超高压生产车间，有着44年历
史、在江西 100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稳坐头把交椅的江缆，
一时间债台高筑、资不抵债，几经挣扎，于 2017年走到了破
产倒闭的边缘。

是任其自生自灭、一“破”了之？还是排除万难、盘活重
生？吉安市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1300多天的艰难突围
中，60多名留守工人与地方政府一起，不抛弃、不放弃，千方
百计保障企业生产，平稳化解 192名债权人债务，面向全国
招大引强，最终与世界500强企业江铜集团“喜结良缘”。

“超高压生产车间的试产成功，是江铜进驻后，全面恢
复江缆生产的一个标志性胜利，我相信，江缆一定能重回全
省电线电缆企业龙头地位，并创造新的辉煌。”站在欢腾的
人群中，曾带着留守工人苦苦支撑的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杨
建军，偷偷抹去滚出眼眶的热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抉择：一家龙头企业陷入困局、命悬一
线，是一“破”了之，还是起而救之？

作为一名资深员工，杨建军见证过江缆的高光时刻，也
经历了江缆的漫漫长夜。

1969年，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吉安市创办江西电缆厂。
随后的几十年里，尽得央企优势的江缆，一路顺风顺水、风光
无限，其主打产品“三色”牌电缆成为江西省著名商标。

2003年，为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江缆通过改制成为一
家民营企业——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老牌央企的人
才、技术和市场底蕴，加上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江缆很快
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08 年入选全国电线电缆行业 20
强、全国机械制造企业500强，员工超过500人。2009年，江
缆产值达到 10亿元，在全省 100多家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中
排名第一。“那时的江缆，停在公司门前等候装货的卡车排
成长队，每一个员工都以自己是江缆人感到骄傲。”杨建军
回忆道。

谁也不会想到，高光之下的江缆，会经历一段漫长的生
死煎熬。

2011年，考虑到国内中低压电缆市场已进入竞争的“红
海”，江缆多方筹资 5.6亿元，全面推进技术升级改造，并建
成了国内领先、中部地区唯一的 500kV超高压电缆生产车
间，开足马力冲向特高压电缆这片市场“蓝海”。但现实并
未能撑起这片壮志雄心，2013年，由于负债率太高、银行抽
贷，江缆的资金链全面断裂，排在门口等候装货的卡车长
队，旋即被叫嚷着还钱的人群所取代。

一度风光无限的江缆，竟像休克一般，停止了生产。无
论是企业股东、债权人还是普通工人，都无法接受这一现
实。为让企业活下来，2015 年 6 月，江缆公司股东不得不

“断臂求生”——实施企业“债转股”改造，公司6名主要债权
人由此转为新股东，全面接管江缆。

但被寄予厚望的“债转股”改造，既未能解开企业资金链
断裂的“结”，也未能打开生产自救的“路”。截至 2017年 3
月，实物资产仅2亿元的江缆欠下的债务高达6.53亿元。官
司缠身、银行账号冻结、经营无计可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
的江缆，不得不向公司所在地吉安市吉州区法院申请破产。

江缆破产案让吉州区法院感到“压力山大”。吉州区法
院负责江缆破产案的主审法官杜宏雁坦言，江缆是一家全
国知名、省内行业排名第一的龙头企业，涉及的债权人又多
达192人，如果一“破”了之，让它彻底破产清算，程序上简单
易行，但国家却少了一家优质企业，债权人的经济损失、社
会的稳定风险都很大，但若要借助破产之法，化解债务，重
新盘活企业，又涉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大量复杂的系统工
程，一家区级法院实在难承其重。

命悬一线的江缆更引发了企业所在地吉州区党委政府
的高度关注，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出手相救，人们各执己
见。一种观点认为，江缆既已改制为民营企业，便应遵从市
场的优胜劣汰法则，一“破”了之，将企业资产拍卖、偿付债
权人后，各方清场走人，党委政府没有必要趟这摊“浑水”。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江缆是吉安市土生土长的龙头企业，
近 50年的产业底蕴和市场影响非常难得，目前只是一时受
困，能在关键时刻帮一把、扶一程，未来发展不可限量，若眼
睁睁看着它倒闭，损失的将不仅是一家企业，更是一个赖以
发展的优势产业。

2017 年 4 月，经区委、区政府反复讨论权衡，并报市
委、市政府同意，吉州区郑重决定出手施救，并迅速组建由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领衔的工作组，全力推动江缆破产
重整。

“虽同是破产，但破产清算意味着破产之后，将再无江
缆，破产重整则意味着引入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之后，江
缆还活着，企业的品牌、资质、商标、技术等优质资源还在，
还有翻身重来的机会，而这正是我们吉州区出手施救的目
标和意义之所在。”一直参与江缆破产重整的吉州区政协副
主席龙旭红向记者解释道。

突围：政府救企心切，如何既让营救稳、
准、有力，又合法合规、远离风险？

抉择不易，营救更难。
在国内众多地方党委政府营救民企的案例中，不乏失

败的教训，甚至由此滋生出腐败案件。如何让江缆破产重
整既高效有力，又安全平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吉州区定
下了三条“铁律”：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始终用市场的手
段化解企业之困、实现重整重生；二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
手段化解企业债权债务，在破产重整的全过程筑牢“防火
墙”；三是坚持盘活企业的目标导向，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
同时，让企业起死回生、扬帆远航。

“活着”是企业确保人才不流失、设备不生锈、资质不
丢失，并以此吸引投资者、确保重整成功的前提。为
此，从 2017年 5月起，吉州区政府先后筹资 800余万
元，支持江缆按照以销定产、现款现货模式，恢复基
本生产。与此同时，通过公开征集、多方比较，吉
州区法院确定由曾成功实施江西赛维公司破产
重整案的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作为江缆破产
重整管理人，代替债权人行使重整期间企业
的管理权。

但重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9月，管理人向社会公开发布投资人招募公告，

并向全国电线电缆行业前50强企业定向发出了邀请。但仅
有3家非电线电缆生产企业报名，且3家企业提交的投资方
案均远未达到公告所设定的重整要求。2017年12月底，在
管理人的申请下，经企业债权人会议同意，法院中止了重整
程序，第一次招募宣告失败。

坐等企业报名的方式行不通，吉安市、吉州区随即组建
了联合招商团队，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带队，主动出击，前往
江苏宝胜、浙江正泰、航天电工集团等10余家国内知名电线
电缆企业，洽谈对接、邀请考察。但一圈下来，洽谈得很热
烈，过来考察的也不少，最终却无一家有投资合作意愿。

是什么原因让客商望而却步？“江缆央企底蕴非常难得，
超高压生产车间堪称国内一流，‘三色’牌商标全国有名，但
要让我们企业直接面对192个债权人以及背后复杂的债权债
务关系，这么烫手的山芋，我们还是不敢接。”一家知名企业
的老板乘兴而来、失望而归，临走时留下了这句话。

客商一席话正中要害。顿悟后的工作组随即调整思路，
将企业破产重整的阶段性重点放在化解企业债务上来，目标
便是“将一个‘干干净净’的江缆拿出来吸引战略投资商”。

192个债权人，有银行、投资公司，还有江缆的供货商和
普通员工，如何既确保债务化解全程的平稳、合法、有效，又
不偏离市场的轨道？考虑到吉州区没有国有投融资平台，
2019年 12月，经债权人和出资人审议表决，吉安市属国有
投融资平台吉安市新庐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盘接手了江
缆的股权和债务。在吉州区法院主导下，新庐陵公司严格
遵照相关法律规定，实际支付现金 2.002亿元，平稳化解了
6.53亿元的债务。2020年8月，新成立的吉州区属国有投融
资平台吉安市鑫石阳实业有限公司，以 2.002亿元的价格，
从新庐陵公司接过江缆全部股权，再续重整大计。

无债一身“清”的江缆，很快受到各大投资商的青睐。
2020年9月，广州电缆厂先后多次来到江缆考察调研、洽谈
合作。一直密切关注江缆破产重整的江铜集团，更是对投
资江缆寄予厚望。

2020年12月23日，在经历长达3年多的沟通洽谈、投资
尽调后，江铜集团与鑫石阳公司正式签订江缆增资扩股协
议——由江铜集团增资 2.08亿元，持有江缆 51%的股权，鑫
石阳公司保持原有投资额不变，持有江缆 49%的股权。曾
在漫漫长夜中苦苦煎熬的江缆，终于迎来黎明的曙光。

“江铜一直是江缆核心原料铜材料的供应方，由产业链
上游企业直接投资江缆，用市场化手段破产重整，不仅实
现了江缆的起死回生，更有利于江铜自身扩展上下游产
业链条。”针对江铜、江缆的牵手合作，吉州区委书记尹冬
苟表示，重整成功只是江缆走向重生的第一步，做强
做大才是最终目标。

筑梦：引入战略投资者完成破产重
整后，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何迅速打
赢翻身仗？

江铜集团的进驻，犹如一针强心剂，
让江缆人看到了新希望，有着52年历
史的江缆再次呈现勃勃生机。

2021 年元旦刚过，由江
铜集团派驻的首批9名运
营人员便来到江缆，
江铜集团加工事业
部董事长、总经
理魏斌兼任
江缆公司
董 事
长 ，
加

工事业部副总经理杨峰被任命为江缆公司总经理。1月 22
日，随着江铜集团2.08亿元投资款到位，老江缆破产重整任
务全面结束，新江缆开始扬帆远航。

随之而来的变化一个紧接着一个。
先是厂区内比人还高的杂草被清扫一空，满是灰尘的

办公室被整理一新。很快，随着进出人流、车流的增加，沉
寂了多年的江缆又热闹了起来。2月 2日，当 128米高的江
缆立塔上“江铜集团·江缆”6个大字在夜空中瞬间点亮时，
在场的江缆人或是大声欢叫，或是偷偷抹着泪，悲喜交集之
情，难以自抑。“江缆算是真的活过来了，我们的未来也有希
望了。”说起那一刻的心情，从 1992年大学毕业便进入江缆
工作的张文华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更多的好消息，让江缆人振奋不已。
3月 25日，与吉安市幼专签订供货订单 2500万元；3月

29日，与广州航天海特公司签订供货订单2480万元；4月14
日，成功生产出自1969年建厂以来最大规格的35kV中压电
缆；5月 7日，500kV高压生产车间试产成功；6月 9日，举行
辐照电线生产线签约活动……

初战即告捷，这不仅证明了吉州区营救江缆这一决策
的正确，更让各方对江缆的未来充满信心。

杨峰告诉记者，江缆的人才、设备、品牌优势，为下一步
打好翻身仗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设备检修的情况来看，预
计年底之前，江缆可全面恢复生产，全年可实现产值 3.6亿
元。“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整合江铜资源优势，聚焦新能源汽
车电缆、光伏电缆，全力拓展超高压、特高压等高附加值产
品市场，力争用 3至 5年时间，将江缆打造成一家年产值超
过50亿元的企业，力争挺进国内行业前十，让电缆成为江铜
集团大产业链中重要的一个板块。”

“倘若没有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当初的坚定决策，江缆
或许已不复存在，我们吉州区若再要发展电缆产业，一切都
还得从零开始。”目睹江缆的“新变”，三年多来一直深度参
与、积极推动江缆破产重整的时任吉州区政府副区长、现任
吉州区委宣传部部长的肖前明感慨万千。他告诉记者，虽
然江缆已完成破产重整，但吉州区的帮扶并没有随之结束，
江铜集团与鑫石阳公司签订江缆增资扩股协议的第五天，
吉州区便将区里的江缆破产重整工作组调整为江缆公司优
化保障帮扶工作组，全方位保障和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更大的梦想和抱负开始起航。目前，吉州区正式提出
全面打造江铜产业园的战略构想。“以江铜集团入驻江缆为
契机，整合各项市场要素，全力做强做大江缆公司，积极推
进强链、补链、延链产业招商，打造独具特色的百亿元、千亿
元产业园，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裂变成长、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吉州区区长罗青球的

话语坚定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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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生
——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的启示

本报记者 杨建智

沉寂多年后，江缆公司的生产车间又忙碌了起来。 通讯员 李 军摄

通过破产重整通过破产重整，，有着有着5050多年历史的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呈现一片勃勃生机多年历史的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呈现一片勃勃生机。。通讯员通讯员 李李 军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