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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暴增逾19倍 挖金客IPO预警

北京商报2020.6.30

科创板6月上会数创年内新高

资产收购助2019年净利大增

2018年净利润滞涨的背景下，在闯关

前夕，挖金客2019年归属净利润出现骤

增。而业绩大增背后，则与挖金客收购北京

久佳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佳信

通”）不无关系。

挖金客系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和信息

服务提供商。根据介绍，公司业务范围涵盖

增值电信服务、移动信息化服务和移动营销

服务等领域，针对各行业大型企业客户个性

化的业务需求，提供包括技术、运营、营销等

方面的综合解决方案及服务。挖金客在招股

书中直言，公司“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移

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和信息服务提供商”。

从财务数据来看，挖金客2017年、

2018年营收、净利均处于同比增长的状

态，不过增速下滑明显。招股书显示，2017

年、2018年，挖金客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21002.23万元、21014.29万元 ，同期对

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为5902.87万元、

6153.96万元。从营收数据来看，挖金客

2018年营收滞涨状态显现，另外，归属净

利润方面，北京商报记者经过计算发现，挖

金客2018年归属净利润同比仅微涨

4.25%，而在2017年，挖金客归属净利润同

比增幅则为44.28%（挖金客2016年归属净

利润为4091.35万元）。

不同于2018年业绩滞涨明显，2019

年，挖金客营收、净利均出现肉眼可见的大

幅增长。其中，挖金客在2019年实现的营

业收入为25842.24万 元 ， 同 比增长

22.97%；同期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

11631.6万元，同比大增89.01%。

挖金客2019年业绩缘何“突变”？从招

股书来看，挖金客2019年归属净利润大

增，非经常性损益的功劳不小。数据显示，

2017年、2018年，挖金客非经常性损益净

额分别为150.45万元、249.11万元，占净利

润的比例分别为2.55%、4.05%。但2019年，

挖金客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增至5383.34万

元，占净利润的比例则达到44.79%。

而挖金客2019年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大

增则与公司收购资产脱不了关系。“2019年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主要是由于

公司进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久佳

信通时，原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认

投资收益4976.16万元和公司处置星空合众

股权产生投资收益248.68万元导致。”对于

2019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的原

因，挖金客在招股书中如是解释。

根据招股书，2019年挖金客通过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实现了对久佳信通

的控制，将久佳信通纳入合并范围。久佳信

通主要为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等各

类政企客户提供移动信息服务。对于收购

久佳信通的初衷，挖金客解释称，移动信息

化服务一直是公司近几年着力发展的业务

板块。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可以扩大优质客

户资源和市场份额，同时在技术、管理、团

队、采购等方面实现共享，充分发挥业务协

同效应。

2019年末商誉占总资产近三成

收购资产致使归属净利润大增的同

时，挖金客2019年末的商誉值也出现了暴

增。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商誉若出现减值，

将对业绩造成影响，而较大的商誉值对于

一家公司而言无疑是一颗“地雷”。

数据显示，2017年末至2019年末，挖

金客的商誉分别为480.25万元、480.25万

元和9859.42万元。经计算，挖金客2019年

末商誉同比增长幅度超过19倍。另外，挖金

客2019年末商誉占当年资产总额的比重

为29.5%，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

重则达到40.67%。

挖金客2019年末商誉值骤增则要“归

功”于当年对久佳信通的收购。根据招股

书，挖金客2019年末商誉主要来自对两家

公司的收购，其中，除因2015年9月购买罗

迪尼奥100%股权，公司按购买成本高于应

享有的罗迪尼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差

额确认为商誉480.25万元外，挖金客2019

年10月购买久佳信通23%股权，对久佳信

通的持股比例由28%增加至51%，挖金客

按51%股权对应的公允价值高于51%股权

对应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差额确认

为商誉9379.17万元。

据了解，在计算上，商誉具体表现为

在企业合并中购买企业支付的买价超过被

购买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并购一

方面能够增加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但另

一方面若标的经营不及预期，上市公司则

要面临商誉减值的风险。其中，商誉减值是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中的一种类型，指对企

业在合并中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在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一家

拟IPO公司商誉值大增恐会引起审核机构

的关注。“从长期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初确

认的商誉金额越大，商誉占企业净资产比

例越高，企业面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风

险就越大。商誉减值会影响企业的利润，造

成不确定性风险。”许小恒补充道。著名经

济学家宋清辉亦表示：“商誉值大增风险

大，监管层对此一直都保持密切关注。”

在招股书中，关于商誉问题，挖金客也

作出介绍称，公司商誉主要为收购久佳信

通所形成。另外，挖金客补充道，久佳信通

2019年实现净利润2144.72万元，经营情况

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此外，罗迪尼奥亦

不存在减值迹象。

不过，挖金客也在招股书中提示称，

“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市场条件以及产业政

策等外部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上

述两家公司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则公司存

在商誉减值的风险，进而对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对中国移动销售占比大

此前，IPO被否时，挖金客对中国移动

销售收入大的情况曾被证监会重点关注。

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对中国移动的销售

额同比有所下降，不过，对其销售占比“一

家独大”状态明显。

挖金客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和

信息服务提供商，主要为各行业大型企业

提供增值电信服务、移动信息化服务和移

动营销服务。从客户情况来看，公司前五大

客户集中度不低。数据显示，2017-2019

年，挖金客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

为95.77%、96.65%和80.76%。在招股书中，

挖金客也坦言，公司存在客户集中的风险。

就单个客户而言，挖金客对第一大客

户销售集中性更为明显。根据挖金客介绍，

公司增值电信服务的客户主要是中国移

动。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挖金客对

中国移动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6130.9万元、

18242.21万元和16280.6万元，占公司营业

收入比例分别为76.81%、86.81%和63%。

从销售收入来看，2017年、2018年挖金客

对中国移动的销售收入处于逐年增长的状

态（挖金客2016年对中国移动销售收入为

10886.57万元）。不过，2019年这种状态有

所改变。挖金客2019年对中国移动的销售

收入同比出现下滑，占比亦降至63%。

值得一提的是，从招股书来看，中国移

动在挖金客客户中所呈现的“一家独大”迹

象明显。根据招股书，挖金客2018年、2019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中，除第一大客户

外，剩余四大客户销售占比均未超过10%。

其中，挖金客2018年第二大客户的销售金

额占公司营收的比重为4.92%，2019年第

二大客户的占比为9.04%。另外，挖金客

2017年前五大客户中，除第一大客户外，

仅第二大客户占比超过10%，为11.94%。

客户集中度高的情况往往容易受到监

管层关注。事实上，此前在2018年1月挖金

客IPO被否时，证监会曾就此予以了重点

关注，要求公司说明来自中国移动的收入

是否可持续；是否对中国移动存在重大依

赖等。

在最新的招股书中，挖金客亦提示风

险称，“报告期内，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主

要客户对公司的业绩具有重要影响。如果

未来公司主要客户由于宏观环境变化、市

场竞争或其他原因大幅减少对公司服务的

采购规模，公司的销售规模将存在大幅下

降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

挖金客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对方未给予

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近日，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获受理的企业中，曾有过IPO被否经历的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挖金客”）尤为受到市场关注。在2019年10月收购资产的背景下，挖金客结束了2018年业绩滞涨的尴尬，在闯关前

实现净利的突飞猛进。但在业绩发生“量变”的同时，公司的商誉也出现了骤增，2019年末商誉同比飙升超19倍。在业

内人士看来，商誉如隐藏的地雷，一旦出现减值，将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携带暴增商誉闯关让挖金客关注度陡增的同

时，公司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销售“一家独大”的情况也难免受到市场关注。

单月33家企业迎IPO大考

据上交所官网显示，今年6月的上会事

项已安排完毕，其中福昕软件、海德曼在6

月29日迎来IPO大考，圣湘生物等31家企

业已成功上会，合计33家企业在今年6月接

受了科创板上市委的审核，创下了年内单

月上会数量之最。

具体来看，今年6月科创板上市委共召

开了20场审议会议，合计审议了33家企业

的首发事项，其中20场审议会议在15个交

易日召开。6月1日、6月2日、6月3日、6月5

日、6月10日、6月11日、6月12日、6月15日、

6月16日、6月17日、6月18日、6月19日、6月

22日、6月23日、6月29日分别有3家、3家、4

家、2家、5家、2家、1家、2家、2家、2家、1家、

1家、1家、2家、2家拟科创板企业上会。

在上述33家企业中，福昕软件曾被取

消审核，公司原拟在6月18日迎来IPO大考，

但由于相关委员提出回避事项无法参加福

昕软件项目审议，福昕软件IPO被取消审

核，之后公司IPO被安排在6月29日上会。

根据福昕软件招股书显示，公司主要

收入来源于PDF编辑器与阅读器产品、开

发平台与工具以及云端的PDF相关独立产

品，系我国办公软件龙头企业。

福昕软件预计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区间约为2.1亿-2.2亿元，同比增

长约40%-45%；当期对应实现净利润区间

预计约为0.5亿-0.6亿元，同比增长约

175%-210%。

由于频繁并购，截至2019年12月31

日，福昕软件商誉账面净值为7936.13万

元，占总资产比例达到17.06%。证券市场

评论人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如果

企业商誉所对应资产组的经营情况不及预

期，会产生商誉减值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

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9家公司预计募资超10亿

在6月上会的33家企业中，9家公司预

计募集资金超10亿元，中芯国际居首，拟募

资200亿元，创下科创板募资额之最。

Wind统计显示，中芯国际、凯赛生物、

奇安信、寒武纪、九号机器人、前沿生物、中

控技术、苑东生物、瑞联新材等9家企业预

计募集资金均超10亿元，分别约为200亿

元、46.99亿元、45亿元、28.01亿元、20.77亿

元、20.01亿元、16.07亿元、11.61亿元、

10.5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企业中，

前沿生物遭到了暂缓表决，公司科创板

IPO尚未过关。

在上述9家企业中，中芯国际、寒武纪、

九号机器人等公司的科创板IPO进程备受

市场关注。其中，中芯国际系我国内地规模

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集团，早在2004

年3月公司就登陆了港股市场，此次科创板

上市后，公司也将晋身为“A+H”股。

另外，中芯国际200亿元的募资额也刷

新了科创板新高，公司募资额拟分别投向

12英寸芯片SN1项目、先进及成熟工艺研

发项目储备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3个募投

项目。经Wind统计，在中芯国际之前，科创

板市场募资额最高的系中国通号，公司募

资额为105.3亿元。

寒武纪则为我国AI芯片独角兽，公司

是目前国际上少数几家全面系统掌握了智

能芯片及其基础系统软件研发和产品化核

心技术的企业之一；九号机器人则将成为

我国A股市场“CDR第一股”。

相比起上述9家企业，海德曼、键凯科

技、路德环境、瑞晟智能、福昕软件等10家

公司的预计募资额较少，均在5亿元以下，

其中键凯科技垫底，公司预计募资额为3.2

亿元；其次海德曼预计募资额3.21亿元。

艾迪药业二度上会获通过

在33家上会企业中，艾迪药业曾在今

年4月有过一段被暂缓表决的经历，6月上

会系公司二度闯关科创板。

资料显示，艾迪药业成立于2009年，

系一家以人源蛋白产品生产、销售为主的

生物制品企业，2017-2018年公司人源蛋

白产品业务收入分别为1.12亿元、2.18亿元

和2.6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

为82.27%、78.65%和75.19%。

纵观艾迪药业科创板IPO之旅，公司

招股书在2019年10月10日获得受理，之

后在当年11月进入已问询状态，排队逾

半年时间，艾迪药业在今年4月28日迎来

了首次上会，但由于多项情况尚待披露，

公司IPO遭到暂缓表决。之后在今年6月1

日上会获得通过，6月4日提交注册，6月

19日注册生效。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艾迪药业方面进行采访，但未

能获得回应。

Wind数据显示，今年1-6月分别有7

家、0家、5家、18家、14家、33家科创板IPO

企业迎来上会大考，合计达77家次。在上述

77家次公司中，除了福昕软件、海德曼之

外，其余75家次企业均已上会，其中天合光

能、艾迪药业、前沿生物等3家企业IPO遭

暂缓表决，剩余72家次企业均获得通过，无

被否企业出现，目前过会率达96%。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创板市场

一直以来保持着高过会率情况，体现了注

册制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不合格企业会

自动退出，大幅缩短了审核周期。

在3家暂缓表决企业中，天合光能与艾

迪药业的经历颇为相似。

据了解，天合光能在今年1月8日首次

上会，但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违反《信

托贷款合同》约定等情况，天合光能遭到了

暂缓表决。之后，在今年3月11日天合光能

二度上会，公司科创板IPO获得通过。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进入6月，科创板IPO审核节奏明显加快，经Wind统计，今年6月共有33

家企业上会，创出了年内单月上会数新高。纵观上述33起IPO事项，中芯国

际、寒武纪最受市场关注，其中中芯国际预计募资200亿元也创下了科创板

募资额之最。经统计，33家企业中9家企业预计募资超10亿元。另外，艾迪药

业系二度闯关，公司在今年4月上会曾被暂缓表决，6月二次上会获得通过。

挖金客2017-2019年

部分财务数据一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收归属净利年末商誉

2.58

1.16

0.99

0.05

0.62

2.1

2.1

0.59

0.05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