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通科技（002331）

的内斗剧情跌宕起伏。原

定于11月20日召开的临

时股东大会被认为是其内

斗最后的决战时刻。不过，

北京商报记者从皖通科技

最新公告了解到， 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前夕被监事会

“叫停”。 随着临时股东大

会取消， 皖通科技似乎又

回到“三国杀”的局面。接

下来， 各方势力又会有哪

些动作？ 皖通科技是否成

为夺权的工具？ 内斗何时

休？ 这些无疑成为悬在投

资者心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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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取消 皖通科技内斗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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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后首谋重组 和科达拟购弗兰德遭追问

监事会“出尔反尔”

临近股东大会召开时刻，皖通科技却发出

一纸公告称，临时股东大会被皖通科技监事会

取消。

11月17日晚间，皖通科技公告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这也意味着易

增辉联合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银谷”）以及安华企管提请的相关议案

被搁置。

梳理皖通科技公告可知，股东易增辉及南

方银谷向皖通科技董事会层面提请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被拒后，易增辉及南方银谷转向监

事会层面。10月15日，皖通科技监事会全票审

议通过了易增辉及南方银谷提请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罢免李臻、王辉、廖凯、甄峰4名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同日，皖通科技公告称，监事会

将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定在11月20日。

拿到监事会的通行证后，11月9日，易增

辉、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华企管又联

合提交了临时提案，要求在11月20日召开的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周发展、周成栋、王夕

众、刘漪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从罢免和选举的人员中，可以看出南方

银谷的态度。周发展系皖通科技大股东南方

银谷的实控人，曾担任皖通科技董事长兼实

控人。今年3月，在审议罢免周发展董事长议

案时，被外界视为周发展“同盟”的廖凯、甄峰

站在了对立面。

在云谲波诡的资本市场，事情不会按照

原定剧情发展。显然，临时股东大会被取消在

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鉴于公司与易增辉之间的增资纠纷尚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且易增辉持有的公司股

份已被法院裁定司法冻结，易增辉的股东身

份存在不确定性，如其被法院裁定配合注销

股东身份，其股东权利基础将不存在。同时，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涉及对公司现

有董事会1/2以上董事的罢免及更换，直接

影响公司治理的稳定。”皖通科技监事会如

是表示。

深交所发函抛六问

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一经上市公司

发出，皖通科技就受到深交所的“关照”。

关注函中，深交所对皖通科技连发六问。

“监事会在同意股东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后，是

否有权取消股东提议召开的股东大会。”是皖

通科技需要直面的第一个问题。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皖通科技董

秘潘大圣，其认为监事会是有权利的。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监事会取消临

时股东大会是存在争议的。

王智斌具体谈到，正常情况下，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是先向董事会提请，如果董事会不

召开的话，可以向监事会去提请。按照公司法

规定，股东方持股比例若超过10%，就有权利

提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这是股东的权利。无

论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里面并没有相关法

律规定监事会能够否定股东的这项权利。监

事会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司内部治理进行监

督，没有任何权限否定股东的法定权利。

深交所指出，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的，应在收到请求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

的同意。对于北京商报记者追问的审议临时股

东大会议案之前，监事会与南方银谷、易增辉等

是否有沟通？潘大圣称“不太清楚，这是监事会

作出的决议”。对此，北京商报记者尝试联系易

增辉，但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皖通科技监事会也需逐项说明取消理由

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属于可以取消股东大会

的正当理由，是否存在限制股东合法权利的

情形。

王智斌补充到，通常意义上的司法冻结，

是为了防止转移资产进行的冻结。如果法院

裁定上没有明确限制股东表决权、提案权的

话，是不影响后续股东身份的，只是限制了转

让的权利。从程序上，是否合法不好判断。但

是从股东权利的角度，只要持有10%以上股

份就可以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联盟”或成导火索

一位长期观察皖通科技的人士认为，易

增辉与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联盟”成

为事件走向的导火索。

皖通科技曾于9月16日收到持股5%以上

股东南方银谷、安华企管和股东易增辉联合

出具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以及《安徽皖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南方

银谷和易增辉于2020年9月14日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彼时

权益变动后，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华

企管、易增辉合计持有皖通科技约9049.15万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1.96%。

结盟后，失去控制权的南方银谷阵营，

开始了反击，试图重新站稳在董事会的话

语权。

显然，计划并不会如愿进行。随着股东大

会临近，皖通科技先后两次对易增辉提起诉

讼。10月18日晚间，皖通科技发布公告称，公

司起诉易增辉公司增资纠纷一案，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起诉符合法定受

理条件，决定立案审理。

彼时，皖通科技认为，易增辉与南方银谷

于9月14日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并拒绝

移交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英

科技”）管理权的行为，直接违反了其此前承

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增持公司股

份、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及资源。”

皖通科技10月27日晚间再发公告称，公

司于当日收到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商事案件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示，公司起

诉赛英科技、易增辉，并请求变更赛英科技登

记纠纷一案，已获法院立案受理。

分析指出，诉讼案相继在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前夕出现，可以当作皖通科技内斗双方

在决战前夕的互相施压。某种程度上，有影响

表决结果的意图。

何时画上休止符

随着临时股东大会的取消，皖通科技似乎

又回到易增辉和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西

藏景源系、新晋股东王晟“三国杀”的局面。

前述人士表示，也许有更多“战事”正以

不同方式悄然升级。

关于临时股东大会取消后后续的相关计

划，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南方银谷进行采访，不

过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后续股东大会召开是否有时间表？潘大

圣称，“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目前相关方

也没有和我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11月9日，皖通科技监事

会曾收到股东王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

提请增加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王晟

称，鉴于公司董事席位仍有一名空缺，为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提请公司监事会增加《关于提

请选举王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至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不过，王晟自荐却遭到拒绝。未来王晟会否有

新的动作值得关注。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若管理层的结

构长期处于僵局，对皖通科技未来发展极其

不利。

诚然，内斗以来，皖通科技经营业绩大幅

下滑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数据显示，皖通科技

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4492.78

万元，同比下降44.22%。

皖通科技是否已成为夺权工具？潘大圣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皖通科技作为一家上市

公司，目前也坚持“三会一层”的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在运行，公司治理目前是正常的。“现

在更多的是希望各方能够依法合规地履职，

依法合规地行权。”潘大圣如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游戏一般只有几年的热度， 然后就淡化
了，游戏玩家也不会长期青睐一个游戏，因此
游戏股就不能用市盈率衡量， 或许更适合使
用周期股的估值方法。

近期以吉比特为代表的游戏股大幅下
跌，引发投资者的关注，火爆的电子游戏实实
在在给游戏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也成为
了资本市场的宠儿， 曾有普通公司为了获得
炒家的青睐，不惜花大价钱去购买游戏，这也
成为市场上炒作的一大热点， 游戏公司的估
值水平也到了很高的位置。 例如游戏公司吉
比特，股价最高达到671元之上，市净率也超
过10倍，但是由于它的业绩亮丽，所以投资者
仍然趋之若鹜。

但是，资本市场炒作的是未来，过去的好
业绩并不代表未来业绩的好预期， 从每股收
益来看， 吉比特的前三季度利润已经接近了
2019年度全年， 但是投资者仍然不断抛售吉
比特股票，公司股价也从最高671元之上下跌
到目前的406元附近，这一利润与股价的不协
调，并不符合投资者习惯的估值体系，更像是
周期股的估值逻辑，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或许
更像是电影公司的估值模式。

为什么与周期股不同？例如养殖企业，当肉
类供应偏紧的时候，肉类价格必然居高不下，养
殖企业的利润率很高，然后就刺激增加养殖，随
后供应大于需求，肉类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下滑

甚至亏损，然后减少养殖，供应又出现不足，这
个周期周而复始，波峰之后必然有低谷，低谷之
后又必然有波峰，这是真正的周期股。

但是游戏公司则不同， 一款爆款游戏可
能让一家公司利润瞬间暴涨， 并持续几年时
间，随着游戏热度降低，利润也会回落，如果
游戏公司能够找到一款新的爆款游戏， 那么
就能再辉煌几年，但如果找不到了，结果就是
业绩滑坡甚至亏损。开发游戏有点像拍电影，
只不过周期稍微长一点， 一部电影可能影响
电影公司几个月的业绩， 一款游戏能够影响
游戏公司几年的业绩。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游戏公司的股价就不
能简单地用市盈率来衡量，很难想象一款游戏
可以火爆20年，所以用20倍的市盈率来衡量游
戏公司的股价就显得过于苍白，市净率能够反
映公司股价与清算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以此
为基础增加游戏公司现在运营的游戏中预期
未来利润再加上投资者预期未来游戏公司找
到优质游戏的概率乘以预期利润，可能看似复
杂，但投资者只要明白游戏公司市盈率低的时
候并不一定是买入的理由即可。

对于股价的未来走向可以根据走势来判
断，既然现在游戏股的股价不断下跌，至少说
明大资金目前并不看好游戏股的未来， 当游
戏股股价开始止跌回升的时候， 才能说明大
资金有重新看好游戏股的可能。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从
覃有倘等人手中接过和科达（002816）之

后，金文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重组事项，

将目光盯上了弗兰德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弗兰德”），拟购弗兰德

100%股权。如今，该事项筹划数日之后，

和科达最终遭到了深交所的追问。11月

18日晚间，深交所向和科达下发重组问

询函，其中此次重组是否属于跨行业收

购、收购标的资产的原因和必要性等诸

多问题还需要和科达一一作答。

据了解，和科达最初在今年10月27

日对外披露了拟购弗兰德100%股权的

消息，之后在今年11月7日对外发布了

重组预案，进一步明确了此次交易方案

的具体细节。其中，和科达以发行股份及

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受让弗兰德75%股

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弗

兰德25%股权。

对于此次交易作价问题，和科达暂

未透露。

资料显示，和科达主营精密清洗设

备业务，而弗兰德主营移动通信基站天

线、射频器件等业务。对此，深交所要求

和科达详细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

营业务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否属于

跨行业收购，是否触及《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十三

条相关标准；此外，详细说明收购标的资

产的原因和必要性，公司收购弗兰德后

能否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管理，公司是否

具备控制、管理、运营标的资产所必要的

人员和经验储备。

深交所还要求和科达说明公司是

否计划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置出原有主

营业务。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收购事项也系

金文明入主和科达之后的首次重组。

2019年11月28日，益阳市瑞和成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成”）与和科

达原控股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相关股份于今年6月1日完成过户，瑞和

成成为和科达控股股东，金文明成为和

科达实控人。

而重组预案显示，弗兰德下属全资

子公司湖南弗兰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尚未开始运营，

注册资本为3亿元，而瑞和成及其第二大

股东益阳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亦位于

湖南省益阳市。同时，弗兰德股东湖州南

浔产融于2020年9月27日才成立，目前持

有弗兰德10%股权。

对此，深交所要求和科达补充披露

公司接触弗兰德的时间、方式、过程，弗

兰德是否由瑞和成推荐，瑞和成取得公

司控制权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是一

揽子交易；补充披露公司控股股东瑞和

成、实际控制人金文明是否能保证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另外，深交所要求和科达结合瑞和

成取得公司控制权、湖州南浔产融突击

入股弗兰德等事项，详细说明本次交易

是否存在规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组上

市情形。

预案显示，弗兰德目前第一大客户

为华为，相关产品约占华为基站天线总

产量的30%以上，华为相关销售均系通

过招投标形式取得。同时，弗兰德主要产

品基站天线的原材料供应商多数由客户

指定，弗兰德仅负责采购执行。深交所要

求和科达结合弗兰德与主要客户合作期

限、合同主要内容、续期条件，新客户拓

展情况及相关约定等，补充披露弗兰德

与主要客户合作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

是否存在客户流失或无法拓展新客户的

风险，对经营稳定性和持续盈利能力的

影响及应对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弗兰德并非

资本市场的新面孔，早在2018年鸿博股

份就曾筹划收购弗兰德部分股权，但最

终未果。根据鸿博股份彼时披露的信息，

弗兰德身价不菲，整体作价超10亿元，并

且公司盈利能力也远在和科达之上。针

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和科达

方面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后续

可以关注公司公告”。

皖通科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数据一览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9月

12.49

1.06 0.96

14.6

1.69 1.52

8.76

0.45 0.41

（单位：亿元）营业收入 归属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