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上市公司高存货风险
周科竞

莱绅通灵截至今年三季度末的
存货逾16亿元，而货币资金只有6738
万元，本栏认为，这样的公司风险性
很大，投资者应保持警惕。

近期，莱绅通灵发布了获得政府
补助的公告，公告显示，莱绅通灵最
近一年时间， 获得的政府补助超过
2000万元， 其中大多为税收补助。但
是从莱绅通灵三季报中却可以看到
一些财务上的隐忧，其中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莱绅通灵库存太高，但是账
面资金太少。

从三季报数据来看，莱绅通灵资
产总额为26.97亿元，但是货币资金仅
有6738万元，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也
只有约9700万元，预付账款约3200万
元，但是存货却高达16.4亿元。从这
里可以看出，莱绅通灵的流动资产主
要就是存货，考虑到莱绅通灵主营珠
宝首饰的销售，不禁让人联想到另外
一家珠宝首饰公司———东方金钰，同
样都是高库存，同样都是珠宝首饰行
业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珠宝首饰实际上
也存在跌价的可能。假如整个行业的
景气度都不好的话，那么莱绅通灵逾
16亿元的存货也将出现风险。 从存
货周转率来看，2019年三季报莱绅
通灵的存货周转率为0.2766，而2018
年年报为 0.5079，2017年年报则为
0.6393，从这一指标看，莱绅通灵的去
库存能力正在变弱，而且按照当前的
销售进度， 目前的存货将能销售到
2022年末。

但是珠宝首饰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款式很重要， 三年前的款式很难满
足三年后的消费者眼光， 而从现在的
莱绅通灵来看，公司账面现金匮乏，开
发新款式和生产新款珠宝首饰的能力
也就会相对变弱，如此一来，旧款珠宝
要么继续充当库存， 要么只能打折销
售，所以本栏担心，未来的两到三年时
间，这逾16亿元的珠宝库存，可能会给
公司带来一些投资风险。

从二级市场走势也能看出投资
者对于莱绅通灵的担忧。 进入四季
度，莱绅通灵的股价走势就变得相当
疲软，从10月24日开始，莱绅通灵的
股价就从最高11.7元一路下跌至11月
15日的8.73元， 虽然这里面有大股东
持股解禁的压力，但是从16倍的动态
市盈率以及6.87元的每股净资产看，
投资者已经对莱绅通灵未来的业绩
提前进行了下滑准备，毕竟一家总股
本只有3.4亿股的小盘上市公司，当下
的估值看起来显得偏低。

所以说，二级市场投资者可能已
经在股价中注入了未来的业绩滑坡
准备。如果这批库存处理不好，莱绅
通灵的业绩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麻
烦， 甚至可能陷入东方金钰式的尴
尬，到时候库存如果打折卖，就会出
现业绩大幅亏损；如果不卖，流动资
金就会紧张，然后难以开展经营。

在本栏看来，莱绅通灵最佳策略
就是尽快去库存，这样不仅能变现增
强公司的现金流，而且还能打消投资
者对公司的疑虑，也能为未来的新款
首饰腾出必要的运营资金，股价也能
在未来出现新的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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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业绩承压 文灿股份拟购资产谋变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披露筹划重

组公告四天之后，12月9日，文灿股份

（603348）的并购交易细节出炉，文灿股份拟

控股百炼集团。实际上，自2018年上市以来，

文灿股份的经营业绩持续承压。在此背景下，

文灿股份试图通过收购资产谋变。

公告显示，文灿股份于北京时间2019年

12月8日与百炼集团的两位自然人股东

PhilippeGalland和 PhilippeDizier及一

位机构股东CopernicS.A.S.（前述三位股东

以下合称“交易对方”）签署《最终约束性报价

函》（以下简称“报价函”）。根据报价函，文灿

股份授予交易对方按照每股38.18欧元出售

目标公司约407.8万股普通股的出售选择权，

代表目标公司总股本的61.96%。

百炼集团于1999年在巴黎泛欧交易所

挂牌交易，主要从事精密铝合金铸件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财务数据显示，2016-2018

年，百炼集团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3.12亿

欧元、3.48亿欧元、3.59亿欧元，对应的净利

润分别约1966万欧元、2429.7万欧元、

2715.2万欧元。百炼集团的核心产品包括汽

车制动系统、进气系统、底盘及车身结构件

等产品领域的精密铝合金铸件产品，百炼

集团2018年按照产品分类的收入构成情

况为：制动系统占比66%；进气系统占比

17%；底盘及车身结构占比16%；其他零部

件占比1%。

在对百炼集团的控股权收购完成后，文

灿股份将以此次收购相同的每股价格，针对

百炼集团剩余的全部股份发起强制要约收

购，并根据要约情况获得百炼集团至多100%

股权。

在一位沪上私募人士看来，此次文灿股

份收购资产是公司业绩承压下的谋变之举。

文灿股份于2018年4月上市，自上市以来，文

灿股份的业绩承压迹象十分明显。数据显示，

2018年文灿股份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1.25亿

元，同比下降19.36%。今年前三季度文灿股

份实现的营业收入约10.85亿元，同比下降

9.14%；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4728.53万

元，同比下降55%。

值得一提的是，文灿股份在公告中称，交

易完成后，百炼集团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公司将根据经营发展战略在业务、渠道等

方面对百炼集团进行整合。公司与目标公司

之间能否顺利实现整合以及整合后能否达到

预期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

电文灿股份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截至记

者发稿前，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12月9日，受国资拟入主消息的影响，京

天利（300399）再度涨停。近期，不少上市公司

宣布国资拟入主。截至12月9日，北京商报记

者以关键词不完全统计发现，11月以来，包括

宝鹰股份、乾景园林、鹿港文化、宝鼎科技等

多家公司宣布将迎来国资入主。纵观这些国

资拟入主公司，业绩大多表现良好，但也不乏

存在业绩下滑或增速放缓以及大股东股权高

比例质押的情况。在业内人士看来，国资入主

上市公司无疑将对公司的资源整合、改善上

市公司经营质量方面带来积极意义。

国资扎堆入主A股公司

近日，不少上市公司拟发生或已经发生

控制权变更事项，多家拟入主方则有国资背

景。12月5日，宝鹰股份即披露公告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古少明及一致行动股东

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

权变更。根据意向，转让比例不超过22%。本

次交易对手方为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海航空城”），珠海航空城实

际控制人为珠海市国资委。

北京商报记者以关键词不完全统计发

现，11月以来，国资拟入主或已经入主的上市

公司还有乾景园林、鹿港文化、宝鼎科技、赢

合科技、京天利、山东华鹏等公司。

赢合科技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始于11月

12日，当日公司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王维东、许小菊拟以股权转让以及放

弃表决权的方式出让控制权。公司控股股东

拟变更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

市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赢合科

技最新于12月6日披露的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的进展显示，上海市国资委同意上海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赢合科技部分股份

并成为赢合科技控股股东。

无独有偶，京天利11月19日披露公告称，

公司实控人将由钱永耀变更为上饶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当时，交易双方签署了

《股份转让意向性框架协议》。京天利最新在

12月6日披露的进展显示，上述股权转让双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除上述几家公司外，根据上市公司披露

的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鹿港文化实际

控制人将变更为淮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国资委拟入主乾景园

林，宝鼎科技实控人将变更为山东省招远市

人民政府。

业绩表现各异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一般而言，上市

公司质地优良、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是国

资入主考量的因素之一。

从业绩来看，北京商报记者发现，11月以

来国资拟入主公司在近两年的业绩上大多处

于盈利或增长状态，不过，也存在部分公司增

长乏力或业绩下滑的情况。

诸如，赢合科技主要从事锂电池自动化

生产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

自2015年登陆A股以来，赢合科技归属净利

处于连年增长的状态，不过增长幅度有所放

缓。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1-9月，赢合

科技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为2.21亿元、3.25

亿元以及2.38亿元，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78.34%、46.9%、14.46%。主要从事大型铸锻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宝鼎科技在经历了

2017年的亏损后，2018年扭亏为盈，2019年

前三季度归属实现归属净利润0.56亿元，同比

上涨122.36%。鹿港文化2017年实现的归属

净利润为2.93亿元，同比增长64.09%；但在

2018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0.56亿元，同比

下滑超过八成。

提及国资入主上市公司的背景，苏宁金

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表示，“部分上市

公司陷入盈利和发展困境，现有股东，尤其是

现有实际控制人，无法带公司走出泥潭，急需

外界新股东入主，使上市公司重新恢复活力；

或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出现风险，

急需纾困资金来解决股权质押的风险；亦或

者政策支持国资公司参与民企上市公司的纾

困工作等因素”。

对于实控人转让控制权的初衷，乾景园

林直言，“当前园林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且行

业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公司虽然积极探索转

型升级，但在业务承接、贷款融资等方面仍

遇到困难”。数据显示，乾景园林2017年至

2019年1-9月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为0.9

亿元、-0.06亿元以及0.14亿元。

另外，根据Wind显示，截至12月9日，乾

景园林、鹿港文化、山东华鹏三家公司大股

东累计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数的比例均超

过九成。

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势

对于国资入主上市公司将对公司带来的

影响，何南野表示，国资入主上市公司短期来

看，能有效保障上市公司日常运营的稳定性，

稳定银行贷款资金等。从更长远的角度，国资

入主，给发展和经营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提

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和可能性，有利于上市

公司充分发挥上市平台价值，推进国资股东

现有资产的证券化水平，实现上市公司的做

大做强。

乾景园林表示，转让实施完成后，公司控

股股东将变更为陕西水务，实际控制人将变

更为陕西省国资委。陕西水务将充分利用其

资源优势，在生态建设、森林康养等方面提供

项目支持，在融资方面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等

财务支持。本次转让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势，提

升公司治理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促进上市公

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改善上市公司经营质

量，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许小恒进而表示，国资入主上市公司对于

改善公司治理以及资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京天利亦提及到，股权转让完成后，将有

利于整合资源优势。“转让实施完成后，公司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上饶数金投，实际控制人

将变更为上饶市国资委。本次转让有利于整

合资源优势，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及抗风险能

力，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改善上

市公司经营质量，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会产生

积极影响。”京天利在公告中如是说。

就控制权转让原因或国资入主后对公司

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宝

鹰股份、京天利进行采访。宝鹰股份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应该披露的信息都披露到公告里

了”。京天利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也是收到股

东通知后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具体的下一

步发展也不清楚”。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入主频频 国资密集扫货A股

折价出售九龙汽车 江特电机收关注函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针对江

特电机（002176）折价出售江苏九龙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汽车”）100%股

权一事，深交所12月9日晚间向江特电机下

发了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大幅折价出售九

龙汽车的原因等诸多问题。

江特电机12月6日披露《关于出售九龙汽

车股权的公告》，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九龙汽

车100%股权转让给扬州市江都区仙女基础设

施建设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为5.13亿元，预计产

生处置损失5.31亿元。根据评估报告，以2019

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九龙汽车净资产账

面值为13.66亿元，评估值为16.19亿元，增值率

为18.48%，并以此作为评估结论。

不难看出，此次交易的成交价5.13亿元

与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扣减收回募投项目

资金后）11.5亿元差异较大。对此，深交所在

关注函中要求江特电机说明大幅折价出售九

龙汽车的具体原因，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是否

与交易对方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在协议

签署前充分寻找受让方，是否充分保障上市

公司利益。

据悉，九龙汽车系江特电机斥资29.12亿

元自2015年起分三步收购而来，而此前分步

收购九龙汽车时选取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

交易依据。深交所要求江特电机详细说明本

次出售全部股权仅选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的具体依据、原因及其合理性，购买与出售股

权在评估方法选取及评估结论确定上存在差

异的原因和合理性。

另外，江特电机曾表示，出售九龙汽车

100%股权的决定是基于未来产业发展战略

规划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情况而作出的，九

龙汽车近一年及一期出现经营性亏损，且预

计未来几年业绩较难好转，对公司现金流和

业绩造成较大压力。

九龙汽车财务报表显示，2018年度亏损

1.09亿 元 ，2019年 1-7月 亏 损 1亿 元 。

2015-2017年，九龙汽车在三年业绩承诺期

内共实现净利润总额7.68亿元，业绩承诺完

成率为102.35%。深交所也要求江特电机详

细说明九龙汽车在业绩承诺期内业绩精准达

标而其后的近一年及一期出现经营性亏损并

预计未来持续存在经营困难情况的具体原因

和合理性。

在江特电机出售资产的背后，公司业绩

也不理想，在2018年公司净利巨亏16.6亿元，

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648万

元，同比下降97.82%。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致电江特电机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

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国资拟入主上市公司一览

上市公司 拟入主方

乾景园林 陕西省国资委

京天利 上饶市国资委

宝鹰股份 珠海市国资委

赢合科技 上海市国资委

宝鼎科技 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