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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田力“连环雷”牵出宏达新材实控人

海鸿翥、上海观峰与中宏瑞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客户签订了系列销售协议，
分别约定
开盘价
公司向前述客户销售专网通信产品。根据
雷”也在持续发酵，还一度牵出上市公司宏达新材（002211）的实控人杨鑫。北京商报记者查询
4.92元/股 7月28日
合同约定，公司应在收到客户预付款后在
公开信息发现，杨鑫控制的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制
收盘价
指定时间内完成备货，并根据客户指令交
开盘价
4.7元/股
的宁波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星地通”）在工商注册时使用了同一邮箱及
7月29日
货。客户已就前述部分合同向公司支付预
4.66元/股 开盘价
涨跌幅
付款，同时宏达新材方亦按照协议约定完
手机号，且办公地点处于同一栋楼。7月29日，深交所也向宏达新材下发关注函，要求核实杨鑫
收盘价
-4.47%
元/股
4.34
成产品备货。近期，经多次催告，部分客户
4.4元/股 收盘价
与隋田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仍迟迟未按协议要求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
涨跌幅
提货义务。
4.21元/股
-6.38%
涨跌幅
宏达新材称，截至上述公告披露日，子公
-4.32%
圳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70%的股权。也就
司就上述合同对应的存货约25124万元（扣除
宏达新材
是说，
江苏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天
已收到的预收款项），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隋田力与杨鑫关系被追问
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均为隋田力控股的公
净资产的33.1%。前述客户未按时履行合同义
近3个交易日
隋田力与杨鑫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是 司。资料显示，隋田力长期供职于新一代专网
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并严重影响了子公
股价走势一览
交易所首要关注的问题。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司的资金安全与专网通信业务的经营与安
据宏达新材披露的信息显示，2020年度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Wind查询到，隋田力
排，存在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的可能。
公司子公司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旗下公司共有33家。蹊跷的是，隋田力控制的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认为，自曝子公司
下简称“上海观峰”）的信息通讯设备业务的 宁波星地通与宏达新材实控人杨鑫控制的宁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通信业务成为宏 业务经营风险，上市公司面临的舆论影响不
合同订单对应的主要客户包括保利民爆、上 波鸿孜在工商注册时使用了同一个手机号，
达新材营收的“功臣”。数据显示，按照产品划 容小觑。
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星地通通 且办公地点处于同一栋楼。天眼查显示，宁波
分，2020年宏达新材的信息通讯设备实现的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负面消息下，
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 星地通的注册地址为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
营业收入约4.91亿元，占到当期营业收入的 宏大新材股价也将承压。据东方财富统计，7
司、新一代专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
心十一号办公楼143室，宁波鸿孜的注册地址
比例为53.26%，较2019年同比增长98.86%。 月23日-29日，宏达新材股价累计跌幅为
自曝上海观峰业务风险
数据显示，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 为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
宏达新材在2020年年报中谈道，“本期信息通 16.96%。7月29日，宏达新材盘中股价一度创
司、江苏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天通 258室。
除了隋田力与杨鑫之间的关系外，宏达 讯设备销量较上期大幅上升，主要因上期收 4.12元/ 股的年内新低。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一代专网通信技术有
上述事项引起深交所的关注。7月29日， 新材自曝子公司上海观峰业务存经营风险也 购上海观峰100%股权，本期信息通讯设备产
上述事项是否对公司业绩有影响？宏达
限公司2020年形成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 深交所在下发的关注函中，要求宏达新材核 同样受到关注。
销量包含上海鸿翥及上海观峰业务，且上海 新材证券部相关人士亦表示，“对公司半年度
2464.65万 元 、810.97万 元 、889.38万 元 、 实杨鑫与隋田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据2020年财报显示，宏达新材主营业务 观峰低价值产品类型较多，导致信息通讯设 业绩的影响肯定是会有的，但主要是无线通
845.26万元（均未含税）。
益往来，公司在《2020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 主要分为硅橡胶及其制品的加工销售、专网 备销量较上期大幅上升”。
信方面的影响，具体情况还是以财务核算的
通过Wind查询，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 中》披露，上述4家公司为上市公司非关联方 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业务等，
作为宏达新材的“香饽饽”，如今却存在 数值来说”。
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注册资本为 是否真实准确。
深交所在下发的关注函中，要求宏达新
其中专网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 爆雷风险。今年6月，宏达新材公告称，公司全
3000万元，隋田力持有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
对于上述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以投资者 业务为新增的业务，由公司于2019年投资的 资子公司上海鸿翥、上海观峰经营的专网通 材明确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
有限公司90%股权，为公司实控人。穿透股 身份致电宏达新材证券部进行采访，宏达新 子公司上海鸿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信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以及部分应收 项，是否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并予以揭示，是否
权，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材证券部相关人士表示“后续可以关注我们 称“上海鸿翥”）以及收购的子公司上海观峰 账款逾期及回收不确定的风险。
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江苏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深 对关注函的回复”。
据宏达新材介绍，2020-2021年期间，上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两家公司从事。

7月27日

近期上海电气、凯乐科技、中天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爆雷，牵出神秘人隋田力。而“连环

L
可转债的涨股跌债功能
值得重视
老周侃股

上市不久就损失大将 博力威竞争力能否持续
核心技术人员对科创板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7月29日，刚刚登陆科创板一个多月的

aozhou talking

周科竞

博力威（688345）发布公告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李小兵离职。据了解，李小兵为博力威锂电芯
材料方向的研发负责人，于2019年8月加入博力威，至今未满两年，而在博力威16项在研项目

可转债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涨了就是股票，跌了就是债券，

中，有5项由李小兵主要负责。

投资者可以用很小的风险去分享股票的收益。

李小兵离职前博力威核心技术人员情况一览

有没有这样一种操作，投资者做对了能够获得大额的投资收
益，做错了也亏不了多少钱？这就是可转换债券，它具有上涨时体
现股票的属性，下跌时体现债券属性的特点。而可转债债券也正

姓名

职务

持股比例

2020年年薪

张志平

董事长

60.4%

65.8万元

黄李冲

研发中心总监

0.14%

55.3万元

陈志军

研发中心副经理

0.04%

46.66万元

上涨时，又不会减少投资收益，这对于厌恶风险的长期投资者来

李小兵

锂电芯材料方向研发负责人

-

58.98万元

说，是进入股市的最佳形式。

是能够在当前市况下让投资者稳健获利的投资工具。
巴菲特曾说，他最喜欢购买可转换债券，因为可转换债券可
以将投资者的损失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但当股价出现

现在的A股市场，可转债的数量已经很多，可以满足一部分投

9.8亿元，同比增长约81.66%；预计实现归属净利润
约为9
700万元，同比增长约86.8%。
锂电芯材料研发负责人离职
上市以来，博力威股价表现疲软，交易行情显示，
7月29日，博力威发布公告称，公司核心技术人
6月11日-7月29日，博力威股价区间跌幅为27.52%。
员李小兵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并办理完成
受益于7月29日锂电池板块整体上涨的形势，截至7月
离职手续，离职后李小兵将不再担任博力威任何职
29日收盘，博力威收涨16.3%，报73.2元/股。
务。据了解，李小兵担任博力威锂电芯材料方向研发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负责人职位，任职期间主要负责聚合物锂离子电芯
表示，上市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多或少会对
技术工作相关的研发工作。
公司的科研实力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未来公司产品
资料显示，李小兵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华南理工
竞争力的持续升级。
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燃料电池
企业服务平台总经理潮成林表示，“ 博立威作
和锂离子电池研发工作12年，曾担任UL标准技术委
为一家有一定知名度的上市企业，其核心技术人员
员会委员，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多篇燃料电池
的离职短期对于企业来讲，是利空消息，后续还需
和锂离子电池相关学术论文。从业过程中，曾作为第
看企业自身如何弥补其由于核心专业人员离职带
一发明人完成“钛酸锂电极片及锂离子电池”和“一
来的专业能力的下降。李小兵离职对于刚刚上市不
种软包装电芯抽气封装装置”等发明专利的发明工
久的企业，是个不好的信号。离职原因可能是出于
作，在原料配方、电芯设计和电化学体系开发等方面
有关企业战略、技术管理及发展方面产生了比较
登陆科创板刚一个多月
拥有多年技术积累。
大的分歧，或是股权架构薪资设计及需求出现了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博力威为刚刚上市A股 分歧”。
据了解，2019年8月，博力威通过外部招聘渠道，
新增引进了具有丰富电池行业研究经历的李小兵加 的“新生”，于6月11日登陆科创板，至今才一个多月。
值得一提的是，7月21日，博力威子公司发生着
入公司团队并成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据了解，博力威是一家以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 火事故。7月21日，博力威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
招股书显示，在博力威16项在研项目中，有5项 和销售为基础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锂离子 司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于7月20日其厂区内的
由李小兵主要负责。智慧芽数据显示，李小兵作为发 电池组和锂离子电芯。其中，锂离子电池组主要应用 实验室及办公室等所在建筑发生着火事故，明火已
明人之一在博力威期间已公开专利申请有6件，且均 于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电动轻型车领域，笔记 及时扑灭，事故现场得到有效控制，未造成人员伤
在2020年申请。其中，有效专利3件，为实用新型专 本电脑、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 亡，具体着火原因与损失正在调查之中。
利，另外3件为发明专利申请，目前仍在审核中。博力 域以及便携储能领域；锂离子电芯部分应用于自身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博力威
威表示，李小兵工作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相关专 电池组产品，部分对外销售至其他电池组生产厂商 上市公告书中的联系电话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
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博力威及子公司。
和电动工具厂商等。
表示，“一切以公司公告及招股书内容为准”。
博力威表示，李小兵的离职不会影响在研项目
财务数据显示，博力威预计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及核心技术的推进和实施，公司已安排徐宁接任相
关研发工作，徐宁拥有相关项目开发经验，具备接替
李小兵工作的经验和能力。
公告显示，博力威共有研发与技术人员486人，
其中研发人员190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为9.28%。在李
小兵离职前，博力威核心技术人员仅有4名，除了李
小兵，还包括博力威董事长张志平、研发中心总监黄
李冲、研发中心副经理陈志军3人。张志平、黄李冲、
陈志军3人分别持有博力威60.4%、0.14%、0.04%股
权。截至7月28日，李小兵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博力威
股权。
从薪酬来看，除了博力威董事长张志平外，李小
兵在核心技术人员里薪酬最高。根据博力威招股书，
李小兵2020年薪酬为58.98万元，高于黄李冲的55.3
万元及陈志军的46.66万元。

资者的投资需要， 现在很多热门股都以可转债的方式进行再融
资，这就给投资者保本投资热门股提供了可能，这些股票流通盘
相对较小、行业前景比较乐观、题材概念相对丰富的公司可转债，
已经足以激起投资者的交易热情。
过去A股市场还发行过可分离式可转债，本栏认为并不可取，
可转债本来是极好的避险投资品种，一旦分离成认股权证和纯粹
的公司债，将出现公司债缺乏吸引力、认股权证遭到爆炒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必然会影响到真正的长期投资者买入热情。试想市场
价101元可以买到的可转换债券，因为分离出来，债券卖99元，权
证卖5元，合计卖104元，投资者想要买入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这
并不是长远健康发展的路线。
还有一种可转债适合登陆A股市场。目前正在排队的拟上市公
司都是适合发行可转债的主体，考虑到目前排队IPO的公司数量依
然较多，如果能够通过发行可转债让一部分公司消化改IPO为发行
可转债，如此可以吸引厌恶风险的债市资金和银行理财资金进入，
既能够减轻股市的承接压力， 又能够大量快速完成拟上市公司的
融资需要， 未来这些公司只要业绩良好， 可转债价格高于回售价
格，将能够把债券转换成股票，完成真正的上市。
那么业绩不好的公司怎么办？ 业绩不好本就不应该上市，投
资者既然不认可其经营业绩，就让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即可，也不
用在A股市场充当“老赖”，这对于提高上市公司综合质量也有很
大的好处。
对于投资者来说，持有可转换债券远比持有股票更加安全，只
要公司价值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其债券价格也能涨到很高的程度。
所以本栏说，可转债市场值得大力发展，这对于融资者和投
资者都是有利的选择， 也可以让资本市场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同时也可以减少“老赖”股票出现，同时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也会相
应下降，是一个多赢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