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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借壳ST昌九 返利网进军A股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警惕ST股的“见光死”风险
周科竞

爱旭股份3月5日摘帽， 在大盘大
涨的背景下， 爱旭股份股价却差一分
钱跌停，“见光死”风险不得不防。

逆市下跌，爱旭股份出现“见光死”
的直接原因，还是预期利好的兑现之日
获利资金的集中抛售。从3月5日盘后交
易所公布的公开交易信息来看，当日买
卖实力相差悬殊，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
家营业部合计卖出约1.26亿元，相比之
下，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五家营业部合计
买入金额仅约6579万元，而且，卖出席
位中排名第一的是一家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高达6764.31万元。

实际上，利好落地之日，资金选择
获利了结在情理之中。 因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曾经的ST新梅的股权结构、主
营业务、经营范围均发生重大变更，变
为了如今的爱旭股份，变身之后，爱旭
股份的经营业绩、 估值水平也随之发
生了巨大变化， 这与普通的ST股靠着
财技摘帽有很大的不同。正因如此，市
场对爱旭股份的摘帽预期早已存在，
炒作行情也早已开始。交易行情显示，
从今年初至3月3日， 爱旭股份的区间
累计涨幅就高达五成。

进入年报公布期， 未来可能还会
有更多的ST股票摘帽，一般来说，对于
股价处于低位的公司来说， 股票摘帽
之后往往会有一波回升的机会， 但是
如果股价在摘帽之前已经上涨到了一
个阶段高位，那么此时再摘帽，股价出
现“见光死”的概率就会加大。一般来
说， 投资者对于价格过高且没有重组
题材的ST股票要警惕， 尤其是那些通
过非主营业务实现扭亏的公司， 投资

者更加要小心谨慎。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摘帽股投资

者应该区别看待。 对于那些靠着非经
常性损益实现摘帽的公司， 要更加警
惕相关投资风险。 毕竟这些公司自身
的真实盈利能力可能并未根本改变，
摘帽也只是公司为了维持上市地位作
出的短暂努力，在摘帽之后，公司可能
再度进入亏损的状态， 这样的公司股
票本身不具备很大的投资价值。

当然， 也有极少数ST公司的经营
情况在摘帽后焕然一新， 盈利能力较
以往出现质的变化， 这样的公司就值
得投资者进一步去研究和分析。

对于摘帽的公司而言，“见光死”并
不意味着投资机会的终结，投资者需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公司虽然出现
“见光死”的走势，但依然具备中长期的
投资价值，而且估值水平也并未出现高
估，在此种情况下，“见光死”出现的调
整反而可能会为部分投资者提供较为
理想的介入机会。而有一些公司的“见
光死” 则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恢复，
这些股票多数是那些业绩禁不起考验，
此前靠着重组预期或者各种概念预期
催涨的股票，对于这样的股票，投资者
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不仅仅是ST股票， 大多数的投机炒
作，最后一条利好消息也就是终极利好，
往往都会出现“见光死”的走势，因为股
价反映出的更多是对未来的判断，而不
是对过往业绩的认可，即使是现金奶牛
公司，投资者愿意购买它的股票，也不
是因为看到去年它每股分红1元， 而是
因为预期它今年每股能够分红1元。

欲冲“电商导购第二股”

虽然IPO未有实质性进展，但ST昌九的一则

重组公告宣布了返利网接下来的上市计划。返利

网拟借壳ST昌九冲击“电商导购第二股”。

根据ST昌九3月5日披露的公告显示，公

司拟购上海中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中彦”）100%股权，可能构成重

组上市。提到此次的拟购标的上海中彦，市场

可能感到些许陌生，其为返利网的运营主体。

作为电商导购平台，返利网如今已被诸多市

场消费者所熟知。

在此次的重组公告中，ST昌九并未披露

过多有关返利网的信息。据返利网官网介绍，

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我国领先的电商导购

平台，拥有用户1.7亿，合作伙伴几乎涵盖了所

有知名电商，包括天猫、淘宝、京东、苏宁易

购、苹果中国官方商城、一号店、亚马逊、聚美

优品等400多家电商网站以及2万多家知名品

牌店铺，返利网主要栏目包括返利商城、超级

返、9块9、返利卡等。

上海财大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

丽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商导

购行业的用户为各类消费者，客户为各类电

商和品牌商，主要盈利模式为“电商导购佣金

收入＋广告展示收入”，阿里巴巴、京东、亚马

逊这些全球电商领军企业将为电商导购平台

贡献不小的收入。

近年来，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电商导购

行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却一直处于空窗期，

直至2019年7月值得买的上市打破了这一僵

局，成为了“电商导购第一股”，彼时在招股

书中，值得买就将返利网列为了主要竞争企

业之一。

在电商导购平台值得买“试水”A股成功

之后，返利网也欲采取借壳的方式登陆资本

市场，冲击“电商导购第二股”。据了解，值得

买成立于2011年11月，公司在成立近八年之

际便成功登陆了A股市场，而返利网目前已成

立了近14年之久。

实际上，返利网早在2018年就有了上市

的准备。Wind显示，返利网的运营主体上海

中彦曾在2018年9月做过辅导备案登记，拟

登陆A股，但之后公司的上市再无任何实质

性进展。

业绩承诺三年合计6亿元

对于外界而言，返利网的盈利能力一直

是个谜，此次ST昌九的重组公告中也并未提

及返利网的经营状况，但从返利网三年合计6

亿元的业绩承诺来看，公司的赚钱能力似乎

不容小觑。

根据ST昌九披露的重组公告显示，交易

标的业绩承诺计划三年合计6亿元左右。就上

述业绩承诺对比当下唯一一只上市股值得买

来看，返利网的经营能力似乎并不逊色。

财务数据显示，在2015-2018年，值得买

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935万元、3516万

元、8624万元以及9572万元，值得买预计公司

2019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1亿-1.24亿

元，同比增长15%-30%，这也系公司净利首

度突破亿元大关。

对照值得买当下的业绩情况，返利网“三

年合计6亿元承诺”下的经营业绩值得市场期

待。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返利网

进行采访，但电话却始终处于请留言状态，无

人接听。

相比返利网，此次的被借壳方ST昌九则

经营情况惨淡。

资料显示，ST昌九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产品为丙烯酰胺

（晶体、水剂），由于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

净利亏损，公司曾在2017年被“披星戴帽”，在

2017年扭亏之后，公司在2018年被撤销了退

市风险警示。但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同时，

ST昌九由于“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未来增

长存在不确定性”，又被实施了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ST昌九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亏

公告显示，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归属净利

润约为-700万至-500万元。另外，ST昌九

2019年年度报告将由3月13日延期至3月28

日披露。

下半场怎么打？

凭借1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葛永昌带

领着返利网已走过了近14个年头。在当下行

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对于葛永昌而言，

返利网此番谋求上市并不是其创业的终点，

若能成功上市，葛永昌下半场将如何出招也

备受市场关注。毕竟如果成功上市，返利网就

将背上高额的业绩承诺，届时能否如期实现，

对于葛永昌和返利网来说都将是一大考验。

公开资料显示，葛永昌于1981年出生，同

济大学测量工程系毕业，之后在一家名为

PactecSoft（柏柯软件）的美国互联网公司担

任高级工程师，负责网站开发和项目管理工

作。不得不说葛永昌眼光前瞻，在国内电商行

业兴起之前便辞去了高级工程师的工作，之后

在2006年底创办了返利网，赶上了电商行业发

展的浪潮，彼时的创业启动资金仅10万元。

随着用户不断增多，返利网也开始获得

越来越多的资本关注。据返利网官网披露，公

司曾先后获得三轮融资，其中C轮融资系在

2015年由国际电商巨头日本乐天领投，彼时

返利网的估值已近10亿美元。据了解，目前返

利网的运营主体上海中彦拥有上海享锐企业

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鹄睿企业

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等14家股东方，

葛永昌为实控人。

如今，在成立14年之际，返利网正式向A

股发起冲击，该事件无疑也将成为公司发展

路上的分水岭，未来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如

何站稳地位则备受市场关注。

崔丽丽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电商行业体量的逐渐扩大和在诸

多领域内的深入发展，导购行业将进入越

来越多维度的细分领域，行业参与者和新

进入者通过挖掘用户和电商、品牌商的细

分需求，在更多元化的层面上进行竞合，并

共同做大行业的整体规模。因此能否成功

跟上行业消费的变化趋势、挖掘并满足用

户的细分需求，将成为导购企业决胜未来

的关键因素。

另外，崔丽丽指出，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

互联网还在加速渗透，新技术也在不断涌现，

这些都可能会给电商导购行业带来新的竞争

方向。除了导购以外，这些平台围绕自己的主

要客群是否能够延伸出新的业务，是此类应用

未来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3月5日，证监
会发审委正式开工。由于疫情的原因，作为鼠

年的首场发审会，发审委采用视频的方式对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美

新材”）、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人行”）两家公司的首发申请进行审

核。3月5日晚间，据证监会官网披露的第十八

届发审委2020年第23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显

示，豪美新材、三人行首发均获得通过。即便

顺利过会，发审委仍对豪美新材、三人行首发

申请相关内容进行问询，其中三人行客户集

中度较高问题被重点关注。

招股书显示，三人行是专业从事整合营

销服务的综合型广告传媒企业，主营业务包

括数字营销服务、场景活动服务和校园媒体

营销服务。财务数据显示，2016-2018年及

2019年1-6月，三人行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

约为3.69亿元、7.59亿元、11亿元、7.13亿元，

各报告期内三人行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7255.33万元、9776.27万

元、12403.05万元、4510.16万元。

从披露的招股书来看，三人行营业收入

主要依靠数字营销服务业务。数据显示，

2016-2018年及2019年1-6月，三人行数字

营销服务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73

亿元、5.52亿元、8.87亿元及6.57亿元，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7%、72.92%、

80.64%及92.17%。

三人行曾有过新三板挂牌经历。2019年4

月，三人行向证监会报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正式向A股发起冲击。筹划近一

年后，如今三人行IPO申请顺利获通过。虽说

顺利过会，但三人行客户集中度较高、综合毛

利率下降等问题被重点问询。

据三人行介绍，公司凭借专业的整合营

销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覆盖线上线下的营销

传播服务，主要客户黏性较强。数据显示，

2016-2018年及2019年1-6月，三人行向前

五大客户实现的销售额分别为26269.81万

元、59005.9万元、82857.46万元、60138.95

万元，占各报告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1.22%、77.8%、75.36%、84.35%。其中，

2016-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为三人行报告期各期的前五大客

户，伊利集团为该公司2018年、2019年上半

年的第一大客户。在发审会上，发审委要求

三人行对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公司是否一致；客户开发方式及其

合法合规性，是否涉及商业贿赂；主要客户

广告年度预算及投放金额的占比情况，相关

业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是否有被替代风

险等问题进行说明。

招股书显示，2016-2018年及2019年1-6

月，三人行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8.99%、

27.24%、25.34%和16.8%，呈现逐年下降的趋

势。发审委对三人行报告期综合毛利率持续

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

致，是否存在继续下滑的风险进行了问询。

同日上会的豪美新材主要从事铝合金型

材和系统门窗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主

要产品包括建筑用铝型材、汽车轻量化铝型

材、一般工业用铝型材和系统门窗。招股书显

示，2016-2018年及2019年1-6月，豪美新材

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9.44亿元、23.63亿

元、26.82亿元及13.73亿元，对应的归属净利

润分别约9064.47万元、1.13亿元、9433.85万

元及9786.23万元。

豪美新材招股书显示，公司产品远销欧

洲、非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6-2018年及2019年1-6月，豪美新材出口

收入分别为38644.5万元、51245.95万元、

66812.29万元和38715.73万元，占相应期间主

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19.89%、21.69%、

24.92%和28.21%。对此，发审委要求豪美新材

说明对主要境外客户收入的变动情况，同行

业可比公司海外销售占比不高而公司外销收

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

据悉，豪美新材目前主要厂区土地工业

用途已变更，现有产能将搬迁至其他工业

园区。发审委要求豪美新材对搬迁计划及

最新进展情况，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对生

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近期新冠疫情

对公司搬迁计划的影响；相关资产的使用

或处置方案，搬迁对公司造成的预计损失

及费用，相关测算是否谨慎、合理，对公司

未来业绩及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等问题

予以说明。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分

别致电豪美新材、三人行进行采访，不过对方

的电话均未有人接听。

“80后”、10万元、14年……这些数字无疑成为

了葛永昌与返利网身上的热门“标签”。作为一位

“80后”创始人，葛永昌眼光前瞻，凭借10万元的创

业启动资金在2006年创办了返利网， 成功赶上了

国内电商导购行业发展浪潮， 这也让葛永昌的名

字在互联网圈打响。如今，葛永昌带领返利网“祭”

出大动作，拟借壳ST昌九（600228）圆梦A股，这也

将成为葛永昌2020年的首要目标。 但在当下行业

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返利网上市后葛永昌如

何“出牌”无疑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返利网2006年

成立以来的融资情况
（来自返利网官网信息）

2011年

千万美元

● 投资机构
获得启明创投和迪士尼
旗下思伟投资的A轮融资

● 融资金额

2014年

获得国际电商巨头日本
乐天领投的C轮融资

近1亿美元

● 投资机构

● 融资金额

2000万美元

● 投资机构

● 融资金额

获得海纳亚洲创投
基金B轮融资

2015年

返利网前五大股东持股情况（来自Wind数据）

股东名称

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上海鹄睿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NQ3�Ltd

Orchid�Asia�VI�Classic�Investment�Limited

SIG�China�Investments�Master�Fund�III,LLLP

股东排名

第一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

第三大股东

第四大股东

第五大股东

持股比例

29.3856%

12.9517%

11.4682%

10%

9.0301%��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6月

3.69

19.44

7.59

23.63

11

26.82

7.13

13.73

三人行、豪美新材经营情况
三人行营业收入
豪美新材营业收入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