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采购金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016年 1.53亿元 20.63%

2017年 2.01亿元 22.4%

2018年 1.89亿元 19.98%

时间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2016年 5.41亿元 43.46%

2017年 6.89亿元 46.73%

2018年 6.07亿元 39%

2016-2018年伟时电子对夏普集团销售情况一览

2016-2018年伟时电子对夏普集团采购情况一览

夏普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

作为伟时电子的“金主”，夏普集团在

2016-2018年稳居公司第一大客户，报告

期内贡献营收达到四成左右。但与此同时，

夏普集团还扮演着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在

报告期内均为伟时电子的第一大供应商。

这种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的情况引发了证

监会的关注，证监会要求伟时电子说明公

司是否从事代工服务。

招股书显示，伟时电子主要从事背光显

示模组、液晶显示模组等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汽车、手机、

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小型游戏机、工控显示

等领域。其中，背光显示模组是伟时电子的

核心产品，而伟时电子与夏普集团之间浓厚

的关系也是起于背光显示模组。

伟时电子表示，公司主要产品背光显

示模组应用于车载领域，主要向夏普等车

载液晶显示器件生产商供应产品。具体来

看，在2016-2018年伟时电子对夏普集团

销售收入分别约为5.41亿元、6.89亿元、

6.07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3.46%、46.73%、39%，夏普集团稳居公司

第一大客户。

除了是伟时电子的“金主”之外，夏普

集团还稳居伟时电子第一大供应商。

在2016-2018年伟时电子对夏普集团

的采购金额分别约为1.53亿元、2.01亿元、

1.89亿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0.63%、22.4%、19.98%。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夏普集团之外，伟

时电子部分报告期内还存在Vitec集团既

是客户又是供应商的情况。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存在同是客户和供应

商的情况，一般情况需要核查合理性和必

要性，是独立的购销业务还是委托加工、采

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等。

伟时电子在招股书中曾表示，公司存

在的“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情况，主要系

存在客户指定采购、双向合作导致，公司不

属于主要客户的外协加工商。

虽然在招股书中对“既是客户又是供

应商”的情况作出了解释，但这种现象仍遭

到了证监会的重点关注。证监会在下发的

反馈意见中要求伟时电子进一步说明报告

期内夏普集团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具体原

因、公司是否从事代工服务，并说明与夏普

的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另外，证监会还要求

伟时电子说明是否存在将主要生产过程委

托加工的情形。

2018年新增两大重要客户

在伟时电子2018年的前五大客户名单

中，出现了业成光电(无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业成光电”)、京瓷集团两个“新面

孔”，其中业成光电的成立时间较短，在

2016年7月才成立。

招股书显示，伟时电子2016-2018年

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2.45亿元、14.75亿

元以及15.58亿元，营业收入不断创出新

高。在伟时电子营收不断攀升的情形下，除

了依靠夏普集团，公司另外四家大客户也

功不可没。总体来看，在报告期内伟时电子

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0.09亿

元、12.53亿元和12.74亿元，占营业收入比

重分别为81.05%、84.94%和81.77%。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2017年伟时电

子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中，均未出现业成光

电、京瓷集团的身影，但在2018年业成光

电、京瓷集团分别位列伟时电子第三大、第

四大客户。其中，伟时电子对业成光电、京

瓷集团的销售金额分别约为1.28亿元、

8743.14万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8.19%、5.61%。

与之相对应的，林天连布集团、Vitec

集团在2018年则退出了伟时电子前五大客

户名单。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在最新报告期新增

重要大客户，需要注意形成的原因、交易是

否合理、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等。

资料显示，业成光电成立于2016年7月

19日，注册资本1300万美元，系中国台湾上

市公司业成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主营

TFT-LCD平板显示器、显示屏材料的制

造、生产及销售。这也意味着业成光电在成

立逾一年之后，便成为了伟时电子的前五

大客户。

京瓷集团则成立时间较早，公司在全

球的事业涉及原料、零件、设备、机器，以及

服务、网络等各个领域，集团下属公司265

家(含本部)。

在证监会下发的反馈意见中，也对伟

时电子新晋的两大客户进行了关注。其中，

证监会要求伟时电子补充说明报告期新增

前五大客户的获取方式和公司基本情况，

包括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注册时间、注

册地、经营范围、合作历史等，是否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并补充说明报告期前五大

客户发生变化的原因。

核心产品毛利率逐年走低

大客户、供应商问题遭到考问的同时，

伟时电子核心产品毛利率逐年走低一事也

受到了证监会的重点关注。

据了解，伟时电子除了销售核心产品

背光显示模组之外，还研发、生产、销售液

晶显示模组、触摸屏、橡胶件、五金件等产

品。根据伟时电子主营业务收入产品销售

情况显示，背光显示模组在2016-2018年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约为9.39亿元、11.19亿

元、12.13亿元，占营收的比例均超75%，分

别为75.81%、76.23%、78.44%。

而在报告期内背光显示模组的毛利率

却呈现逐年走低态势。

通过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表显

示，在报告期内背光显示模组的毛利率分

别为25.08%、25.01%、20.31%。不难看出，

背光显示模组的毛利率在逐年走低，并且

2018年毛利率较2016年和2017年下降近5

个百分点。对此，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要求

伟时电子结合产品具体构成、售价和成本

等，说明背光显示模组2018年毛利率明显

下降的原因。

除此之外，背光显示模组在报告期内

的销量和单价也均存在波动。

招股书披露，背光显示模组2017年销

量2849.05万件，2016年和2018年销量分

别为3580.11万件和3692.43万件。对此，证

监会在反馈意见中要求伟时电子补充披

露背光显示模组2017年销量明显下降的

原因及合理性。另外，在报告期内背光显

示模组的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26.54元、

39.85元和32.94元，证监会要求伟时电子

结合产品构成、尺寸、市场价格等，补充披

露背光显示模组销售单价波动较大的原

因及合理性。

除了核心产品背光显示模组毛利率下

滑之外，伟时电子推出的液晶显示模组、触

摸屏两款产品2018年毛利率也均较2017

年出现下滑，橡胶件、五金件产品毛利率较

2017年出现上涨，但上涨幅度均低于1%。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伟时

电子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

对方并未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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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时电子IPO疑点 大客户与供应商重合

临近新年，李先生想送家人一

份礼物，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多照料

一下父母，该选什么好呢？

无意翻看手机，李先生发现交

行的手机银行App升级了，打开一

看还是全新改版，一条很醒目的红

色吸引了他，“金条红包，一点就

来”，做任务抽奖，就有机会兑换

12克金条，还有手串和优惠券。金

条正好可以给爸爸当生日礼物，

黄金手串送妈妈她肯定喜欢，这

么好的礼物，若是参加开门红活动

得的，还不用多花钱，爸妈一定很

开心。

还好李先生经常用交行的

App，看到了就赶紧参加，其实

需要完成的任务都不难，充手机

话费，给家里缴纳水费、电费、煤

气费，给家人预约转账、微信发

红包、代还信用卡都算完成任务，

一举两得，完美！

没想到交行有这么好的活动，

让家人高兴的同时，还提供了很多

方便快捷的金融和生活服务。多做

任务多抽奖，就有机会早日能兑换

金条手串和优惠券，带给家人更多

欢乐。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竭诚为您

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欢迎您前

来咨询办理！

体验交行开门红，
送家人欢乐礼

在A股市场走过23个年头，12月12

日，退市大控正式被A股除名。北京商报记

者注意到，2019年A股市场在加速出清。据

Wind统计，剔除因吸收合并而退市的股票

外，目前年内交易所共发布10只股票终止

上市的公告，而在2018年全年A股退市股

为4只。经计算，2019年A股市场遭清退的

股票较2018年同比翻倍。2019年被清退的

股票中，因“破面”而退市的股票已达6只。

在业内人士看来，面值退市在实践中越来

越多，这也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求下的

体现之一，退市制度未来也将继续完善。

退市股阵营扩容

据退市大控的公告，公司股票将于

2019年12月12日被上交所予以摘牌。随着

退市大控的离场，2019年A股的退市股阵

营进一步扩容。

据Wind统计，截至12月10日，除了因

吸收合并而退市的股票外，今年众和退、华

泽退、退市海润、雏鹰退、华信退、长生退、印

纪退等7股相继被A股除名。除了已经摘牌

的企业外，目前神城A退处于退市整理期。

同时，虽然向交易所申请豁免，不过

*ST华业并未改写退市的命运。12月4日晚
间，上交所作出*ST华业股票终止上市的
决定。也就是说，今年以来A股遭清退的股

票数量共有10只。

进入2019年以来，A股退市股的数量

猛增。据Wind统计，剔除因吸收合并而退

市的股票外，2018年全年A股共有4只股

票退市，分别为中弘退、烯碳退、退市吉恩、

退市昆机。经计算，2019年A股遭清退的股

票较2018年同比增逾一倍。

在今年遭清退的股票中，众和退、华泽

退、退市海润3股的退市皆因财务问题，其

中众和退、华泽退退市因业绩连续两年亏

损且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退市海润的退市则因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而退市。

而长生退成为A股首只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股。实际上，除了长生退外，千山药机

也存在被强制退市的风险。近期深交所公

告称，如中国证监会最终对千山药机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深交所将按照规定正式启

动千山药机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流程。

“破面”退市股占六成

2018年底，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每

日的收盘价低于1元，彼时中弘股份引发

“面值退市”，由此中弘股份成为A股首只

“破面”退市股。

进入2019年以来，“面值退市”的案例频

现。目前已在A股摘牌的雏鹰退，由于2019

年7月5日-8月1日期间，其股票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

低于股票面值(1元)，该情形属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

第14.4.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8月19

日晚间，深交所发布公告宣布雏鹰退终止上

市，其成为2019年首只“破面”退市股。

据Wind统计，今年以来遭清退的10股

中，有6股均为“破面”退市股，占今年遭清

退股票的比例为六成。除了雏鹰退、华信

退、印纪退之外，退市大控、神城A退和*ST
华业均属于“破面”退市股阵营中的一员。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一般而言，

“面值退市”的个股，存在基本面较差、盲

目扩张等特征。

以*ST华业为例，*ST华业自2015年
从地产开发逐步拓展业务范围，向房产、

医疗、融业协同发展战略转型，希望通过

资源整合投资运作，应对市场变局。然而，

快速扩张为*ST华业埋下隐患。*ST华业
2018年9月因应收账款逾期引发公司遭遇

合同诈骗事件，涉案金额高达101.89亿元。

随后，*ST华业陷入巨大的经营危机，
在2018年巨亏逾64亿元的情形下，*ST华
业今年前三季度仍亏超50亿元。针对相关

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ST华业董秘办公
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推动A股市场良性循环

对于A股市场加速出清的原因，新时

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A股市

场一直存在上市公司反复“戴帽摘帽”，退

市率低、流程缓慢、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

甚至部分ST上市公司通过调整财务净利

润、资产重组、政府补助、虚增收入等方式

达到规避退市或规避暂停上市的目的。这

样既降低了上市公司退市的权威性，也破

坏了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潘向东指出，2019年以来监管部门积

极探索创新退市方式，实现上市公司多种

形式退市渠道。在把好入口的同时，积极

深化存量改革，拓展上市公司退出机制，

推动资本市场生态良性循环，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一方面显示监管层坚决杜绝或遏

制退市风险警示引发的投机炒作，对于触

及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坚持实施严格退

市，将会显著降低A股市场壳资源的炒作。

另一方面显示了监管层通过严格上市公

司退市，控制被ST的公司反复“戴帽”、“摘

帽”的操作，提高退市的严肃性。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A股加速出清有利于维护股

市的公平公正，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同时，

能够释放被这些劣质股票吸纳的资金，从

资金结构上为优质上市公司提供源源不断

的活水，有利于A股“有进有出，优胜劣汰”

的市场生态形成。只有不断的进行优胜劣

汰，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高质量，真正实现

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未来A股退市将会常态化，退市制度

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关键，是通过内在动态调整机制，

遏制炒壳之风，实现淘汰劣质公司、吸收

优质公司，为资本市场发展不断注入新的

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潘向东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在成立16周年之际，电子器件制造商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时电子”）在

今年9月正式向A股发起冲击。根据证监会官网最新披露的消息显示，伟时电子IPO再向前推

近一步，拿到了反馈意见。在伟时电子此番的IPO之旅中，夏普集团成为了不得不提及的关键

公司，在报告期内扮演着“双面角色”，稳居第一大客户的同时还稳居公司第一大供应商，上

述现象引发了证监会的重点关注，伟时电子则需要对这种“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的情况给

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A股年内10股遭清退 同比增逾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