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亿至-1.5亿元

营业收入：15.11亿元 同比下降36.7%

归属净利润-1.56亿元

同比大降1540.82%

预计2019年全年归属净利润

据悉，康盛股份股东浙江润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润成”）所持有的

公司4400万股股份于2019年11月18日10时

至2019年11月19日10时在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

拍卖。根据拍卖结果显示，重庆拓洋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洋投资”）在此次网络

司法拍卖中竞买成功。

具体来看，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

示的《网络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显示，拓洋

投资通过竞价账号NN73335757参与了此次

网络司法拍卖，于2019年11月18日报价为

1.2276亿元。至竞价会结束，以上报价为最

高报价，此次网络司法拍卖以此最高报价成

交。依照此次的成交价计算，拓洋投资竞得

康盛股份的4400万股股份，每股对应的价格

为2.79元/股。而截至11月19日收盘，康盛股

份报收3.04元/股。经北京商报记者计算，拓

洋投资竞得上述康盛股份的4400万股股份，

每股竞拍价格较11月19日收盘价折价约

8.22%。关于此次竞拍的资金来源，拓洋投资

称，通过债权折抵的方式参与本次网络司法

拍卖，不涉及资金支付。

据Wind显示，拓洋投资成立于2012

年2月，注册资本为3亿元，该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为孙蔚恒，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投资

业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

销策划等。虽说拓洋投资鲜为人知，其背

后实控人却是隐匿着的“万亿帝国”的掌

舵者解直锟。

Wind披露的股权关系显示，中海晟融

（北京）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拓洋投

资100%股权。进一步穿透，中海晟融（北京）

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中海晟丰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解直锟，其中中

海晟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解直锟

持有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的股份分别为99.93%、0.07%。解直锟则

直接持有中海晟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100%股权，为其实控人。

在完成股权变更过户手续后，拓洋投资

将持有康盛股份的股份增加至1.79亿股，占

公司总股份比例为15.75%，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而此次竞拍前，拓洋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州星河”）还持有康盛股份1.35亿股股份。此

次司法拍卖后，拓洋投资及常州星河合计持

有康盛股份的股份升至3.14亿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增加至27.63%。而完成股权变更

过户手续后，康盛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也将变

更为解直锟。

对于权益变动的目的，拓洋投资坦言，

以参与网络司法拍卖的方式行使质押权而

取得康盛股份4400万股的股份，进而获得康

盛股份的控制权。

据了解，康盛股份于2010年6月登陆A股

市场，彼时公司主营业务仅包含家电制冷配

件，属于家电领域的上市公司。近几年，康盛

股份在产业上也进行了一些转型。不过从披

露的财务报表来看，康盛股份的经营状况并

不理想。数据显示，康盛股份在2018年亏逾

12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康盛股份实现营业收

入约为15.11亿元，同比下降36.7%；当期对应

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56亿元，同比大降

1540.82%。同时，康盛股份预计公司在2019

年全年实现归属净利润-2.2亿至-1.5亿元。

谈及入主后的计划，拓洋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表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调

整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针对具体的计划，

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拓洋投资进行采访，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前，对方电话并未有人

接听。

入主康盛股份之后，解直锟的A股版图

将再度扩容。据Wind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解

直锟为ST准油、*ST宇顺、ST中南、美吉姆、
美尔雅五家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今年前三季度康盛股份业绩

为人低调的解直锟，

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却

十分高调。 目前已为5家

A股上市公司实控人的

解直锟，其A股版图将再

度拓展。11月19日晚间，

康盛股份（002418）发布

公告称，在完成股权变更

过户手续后，康盛股份的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解

直锟。

背靠小米 石头科技闯科创板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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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打新为何受青睐
周科竞

如今，科创板新股存在破发风险，但
是可转债的申购却几乎零风险， 哪怕是
折价甚多的股票， 其可转债交易价格也
很难低于面值。本栏认为，投资者现在投
资股市更加在意安全性， 可转债不会亏
损的特点吸引了长线买家的青睐， 投资
者可以积极申购。

在以前的股市，可转债虽然有很多好
处，但是投资者并不买账。那时候申购可
转债得精挑细选，还得等中签后看中了多
少个签，一旦在申购后可转债对应的股价
稍有回落， 可转债就有可能破发开盘。因
此，那时候申购可转债要认真研究公司股
价走势，申购前要三思，缴款前也要三思，
如果真的预期走势不好，投资者会毫不犹
豫地选择放弃缴款，毕竟违约两次也不是
很严重的问题。

但现在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可转债受到了投资者的强烈追捧，先
看几家公司的转债价格， 据东方财富网
的数据显示，金能科技股价10.27元，转股
价11.55元， 转债的转股价值88.92元，但
转债的价格却高达103.4元； 浦发银行转

债的转股价值仅有81.26元， 但转债价格
却高达104.84元。 在数百家的可转债中，
只有大业转债、 永鼎转债等24家转债的
价格低于100元，而且它们都是股价距离
转股价格非常遥远的公司。这就是说，投
资者如果申购刚刚发行的新可转债，由
于它们的股价不可能较转股价低出太
多，所以打新债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只是
赚多赚少的问题。

关键一点是， 申购新可转债相比申
购新股来说，还有三个优势。一是申购新
债并不需要持股市值， 哪怕投资者开立
一个股票账户啥也不干， 就是不断申购
可转债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点就是投
资者不需要准备任何打新资金， 空白账
户就能每只转债申购100万元，中签之后
才需要交钱。

第三点优势就是， 如果真的出现黑
天鹅事件， 申购之后投资者才发现基本
没人认购， 而自己却一下子中签了一大
堆新债，这也没有关系，投资者可以选择
放弃缴款，这样的违约，一次、两次没关
系，真要是违约三次，其实问题也不大，

只是一段时间内不能再次申购新股和新
债而已。

所以本栏说，现在申购可转债真的是
难得的无风险投资，投资者可以积极参与
申购，当然，可转债的中签率也不算高，但
好在每个账户能申购1000个签，中一签的
机会还是比打新要高很多。

是投资就会有风险， 现在申购新
债属于几乎无风险的投资，不过，几乎
无风险也是有风险的， 假如一家公司
在投资者缴款后股价出现连续的暴
跌，那么等到可转债上市时，也还是有
可能出现破发， 好在有些股价跌了一
半多的公司可转债价格还能有 95元，
所以申购可转债虽然有极其微小的风
险， 但这种风险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也不会很大。

当然，投资者刚刚缴完款，公司就出
现破产的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 这样可
能会导致投资者的缴款全损， 但历史上
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从理论上
发生的概率也实在太低了， 投资者也不
应该因噎废食。

入主康盛股份
解直锟手握6家上市公司

筹备7个月后上会

筹备7个月后，石头科技科创板IPO迎来

终极考验。根据安排，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定于11月20日召开2019年第47次上市委

员会审议会议，审议石头科技的科创板首发

申请。

回溯历史，石头科技科创板申请在4月9

日获得受理，一周后，石头科技科创板IPO在4

月17日进入问询阶段。如今，历经上交所的三

轮问询，石头科技终于迎来上会之日。

石头科技主营业务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

智能硬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为智能扫地机器人及相关配件，具体包括

2016年9月推出的小米定制品牌“米家智能扫

地机器人”以及2017年9月推出的首款自有品

牌“石头智能扫地机器人”，还有2018年3月推

出的自有品牌“小瓦智能扫地机器人”。

实际上，因有着雷军的加持，石头科技自

科创板申请获得受理以来就吸引了市场众多

目光。根据介绍，小米控制的天津金米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金米”）持

有石头科技11.85%的股权。根据招股书中石

头科技对于前十名股东情况的介绍来看，截

至招股书签署日，天津金米位列石头科技第

三大股东之位，雷军则为天津金米的实际控

制人。

除雷军间接持有石头科技股权外，小米

亦同时为石头科技的客户、分销渠道。数据显

示，石头科技与小米的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较大，2016-2018年分别为

100%、90.36%和50.17%。

重度依赖欣旺达被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石头科技产品全部采用

委托加工方式生产，无自建生产基地，主要委

托加工厂商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欣旺达”）。在上交所向石头科技下发

的问询函中，石头科技与欣旺达交易可持续

性以及是否对欣旺达存在重大依赖等问题被

重点关注。

2016-2018年，石头科技对欣旺达的委

托加工采购额分别为5299.93万元、33073.63

万元和98517.36万元，占石头科技委托加工

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9.68%、100%和

98.8%。不难看出，石头科技近乎全部依靠欣

旺达委托加工。

欣旺达是一家深市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300207），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模组研发制造

业务，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模组。石头科技

是否对欣旺达构成重大依赖成为上交所重点

关注问题。

在首轮问询中，上交所要求石头科技说

明，公司与欣旺达是否约定合作期限，对欣旺

达是否构成重大依赖，欣旺达的业务发展计

划，公司与其交易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充

分揭示风险，并定量分析如需更换委托加工

厂商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此外，上交所要求石头科技说明，委托加

工费定价的依据及公允性，与行业内是否一

致，分析报告期内委托加工费的增长和产量

的匹配性，委外加工模式的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除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点问询外，上交所

亦未放过石头科技与小米之间交易的相关问

题。其中，上交所要求石头科技核查公司对小

米集团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合作关系是否稳

定、可持续。

在石头科技的竞争对手名单中，上市公司

科沃斯的名字赫然在列。在科沃斯2019年前三

季度净利下滑的背景下，以智能扫地机器人为

主营业务的石头科技未来业绩如何备受关注。

从财务数据来看，2014年成立的石头

科技在经历了前期亏损后，近几年归属净

利润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据了解，石头科

技成立于2014年7月。在2016年，石头科技

尚处于亏损的状态，当年实现归属净利润

为-1123.99万元。但在2017年，石头科技

实现了扭亏为盈，归属净利润达到6699.62

万元。2018年，石头科技归属净利润则获

得了爆发式增长，当年归属净利润暴涨至

约3.08亿元。最新的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

1-6月，石头科技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则约为3.86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划分，石头科

技业务收入分为智能扫地机器人、米家手持

无线吸尘器以及配件。其中，米家手持无线

吸尘器业务收入在2019年上半年最新加入。

2018年，石头科技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

30.48亿元，其中，智能扫地机器人业务收入

达到30.09亿元，占比98.75%。2019年1-6月，

石头科技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21.25亿元，其

中，智能扫地机器人业务收入为19.83亿元，

占比93.3%。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工智能专家表示，目

前智能扫地机器人行业市场容量不断扩大，

近几年来涌现出多家新的市场参与者，市场

化程度逐渐提高。智能扫地机器人市场的主

要参与者有服务机器人公司、传统家电公司

等。随着市场参与者的增多，竞争将变得更加

激烈。根据中怡康的测算，从国内市场占有率

看，2019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前三大品牌分别

为科沃斯、小米和石头，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8%、12%和11%，合计市场占有率为71%。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同行业竞争对手的

科沃斯，2019年1-9月归属净利出现同比下

滑超六成的情况。在上述专家看来，这也给行

业内的竞争者包括石头科技以考验。值得一

提的是，在招股书中，石头科技表示，同行业

可比公司科沃斯自2015年以来国内市场份额

一直保持第一，在报告期内，公司与科沃斯产

品在市场份额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根据中怡

康的数据显示，石头科技产品（包括米家产品

和自有品牌产品）2019年上半年在国内的市

场占有率排名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3%。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石头

科技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行业老大释放风险信号

石头科技2016-2019年上半年财务数据一览

归属净利润

-0.11亿元

0.67亿元

3.08亿元

3.86亿元

时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1.83亿元

11.19亿元

30.51亿元

21.25亿元

有着雷军的加持、身贴小米生态链公司的标签，主要产品为智能扫地机

器人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头科技”）迎来了公司

成立以来的一次重要时刻。根据时间安排，11月20日是石头科技科创板IPO

的上会审核之日，届时，石头科技能否登陆科创板的悬念也将随之揭晓。在

科沃斯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出现下滑的背景下， 与科沃斯等知名企业分食

智能扫地机器人市场的石头科技，未来业绩如何引发市场极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