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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Y视讯重组四连败
筹划逾半年，GQY视讯（300076）近日披露终止重组公告，决定终止收购东莞市长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隆
通信”）51%股权的相关事项。上市以来，GQY视讯先后筹划了四次重组事项，随着本次重组告终，GQY视讯在重组的路上遭
遇了“四连败”。屡战屡败的背后，是公司面临着业绩承压的现状，今年上半年，GQY视讯归属净利润明显下滑，把时间拉长
来看，公司扣非后净利润更是五年四亏。

大资产购买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起初GQY
视讯并未公布收购标的的详细信息，只透露
终止收购长隆通信
其所属行业为互联网游戏行业。
10月19日晚间，GQY视讯发布公告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重组过程中，GQY
公司终止以现金方式收购长隆通信51%股权
视讯还在收购中途更改了一次收购标的，新
的相关事项。受该消息影响，GQY视讯10月
的标的为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但更换标
20日早盘低开1.21%，开盘价为4.88元/ 股；截
的后仍未能使这次重组顺利进行，数月后，
GQY视讯2018-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经营情况一览
至10月20日收盘，GQY视讯报4.81元/ 股，跌
GQY视讯宣布终止该事项。
幅为2.63%，总市值为20.39亿元。
两次失败后，GQY视讯并未放弃重组的
■
营业收入（万元）
回溯过往公告可知，2月23日，GQY视讯
打算。2019年底，GQY视讯开启了第三次
■ 归属净利润（万元）
与和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
重组，拟收购开封市金盛热力有限公司50%
20000
电子”）、王晖、陈健及深圳市华荣科技有限公
以上股权，但该事项筹划逾半年后仍以失败
扣非后净利润
18000
司（以下简称“华荣科技”）签署《合作备忘
告终。
-5263万元
录》，公司拟现金收购华荣科技全资子公司长
重组四连败背后，是GQY视讯面临着较
扣非后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隆通信51%股权。
为严峻的经营现状，
业绩承压明显。
357.7万元
1947万元
公告显示，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手方华荣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GQY视讯业
科技于近日向GQY视讯发来《并购工作推进
绩呈现亏损态势，且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
8657
6950 扣非后净利润
沟通函》。该函指出，GQY视讯聘请的中介机
下滑。
具体来看，GQY视讯今年上半年实现营
-1533万元
构在尽职调查过程中，需就华荣科技及其华
业收入6950万元，同比增长12%；对应实现的
荣科技子公司的销售情况向华荣科技客户进
归
属 净 利 润 亏 损 977.6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1877
1588
1520
行函证和访谈。对此，华荣科技及相关方与客
213.55%。把时间拉长来看，GQY视讯扣非后
户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华荣科技客户仍对回
净利润在最近五年中有四年都是亏损的，
977.6
函和访谈未予明确回复。鉴于华荣科技客户
2016-2020年，GQY视讯扣非后净利润分别
对函证和访谈的态度，本次交易已难以继续
为 -2977万 元 、-1.15亿 元 、-5263万 元 、
2019年
2020年
2021年上半年
2018年
推进。公司经审慎判断，决定终止筹划本次交
-1947万元、357.7万元。
易事项。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扣非后净利润
GQY视讯表示，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 示，收购股权前，和平电子同王晖、陈健先开 显示系统、高分可视化系统以及系统集成业 重组事项，但却接连告败。
更能反映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该指标
段，交易方案未最终确定，公司尚未对本次交 展华荣科技内部股权架构调整工作，调整完 务等。
2015年9月，GQY视讯发布公告称，为了 连续为负值也会让市场对公司是否具备持续
易事项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 成后，和平电子将持有华荣科技49.408%股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增强公司对上海新世纪机器人有限公司（以 经营能力产生质疑。
公司与交易对方亦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 权。对上述股权架构调整，GQY视讯将向和 GQY视讯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 下简称“新世纪机器人”）的控制和经营管理，
在许小恒看来，面临经营压力的公司
协议，终止筹划本次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平电子提供不高于9508.8万元的财务资助， 员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希望明天再 拟购买新世纪机器人85.15%股权，标的公司 期待通过重组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排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来公司将继 年利率为3.85%。彼时该事项也曾受到市场 致电”。
主要从事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但此 除后续还存在继续重组的可能。而在投资
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序展开各项经营管 质疑。
次重组事项十分“短命”，筹划不足两个月就 银行董事总经理王晨光看来，随着中小市
理工作，积极关注投资与合作机遇，多措并举
值优质标的上市通道更加畅通，上市公司
黄了。
资料显示，GQY视讯于2010年登陆A股，
四次重组均未果
努力提升公司业绩。
第二次重组发生在一年以后。2016年10 找到适合的优质标的进行重组的难度也随
是以大屏视讯为核心的智能显示整体解决方
值得一提的是，据GQY视讯此前公告， 案提供商，并提供数字经济领域的系统集成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前GQY视讯曾 月，GQY视讯再次披露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 之增大。
交易双方还约定了一笔财务资助。公告显 服务。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涵盖大屏幕拼接 于2015年、2016年、2019年先后筹划过三次 重大事项，可能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重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人参之王”紫鑫药业要易主 国药兆祥接盘
业绩持续亏损之下，有“人参之王”之称的紫鑫药业（002118）要易主了。10月20日晚间，紫鑫药
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投资”）与国药兆祥（长
春）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兆祥”）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国药兆祥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取得公司控制权。紫鑫药业能否通过迎来新主而改善公司经营情况，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紫鑫药业2021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情况一览
产品
中成药
人参系列产品
其他

营业收入
1.18亿元
310.1万元
495.4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紫鑫药业与接盘方
国药兆祥早有交集。
4月21日，紫鑫药业曾公告
国药兆祥成控股股东
称，公司与国药兆祥签署了《原材料购销协议
紫鑫药业将迎来新的控股股东。10月20日 书》，双方为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本着
晚间，紫鑫药业发布公告称，10月19日紫鑫药 平等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了该协议。协
业控股股东康平投资与国药兆祥签署了《表决 议显示，紫鑫药业向国药兆祥采购2021年度总
权委托协议》。根据协议，康平投资将其持有的 金额为3亿元的原材料，具体采购品种及数量以
公司2.85亿股，占股本总额22.28%的股份对应 双方签订的购货合同为准。
的投票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提案权、股
资料显示，紫鑫药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
东表决权等相关权利委托给国药兆祥行使。 中成药与人参产品，其中中成药以治疗风湿免
国药兆祥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取得公司控 疫类、耳鼻喉类、泌尿系统、心脑血管、肝胆类和
制权。
消化系统类疾病为主。
此外，公告显示，本次变更构成紫鑫药业实
值得一提的是，紫鑫药业中报显示，截至6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变更后郭春生不再为 月30日，紫鑫药业存货账面价值约为68.39亿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表决权被委托方国药兆 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高达52.53
祥为国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目 亿元，绝大部分是人参。但紫鑫药业人参产品的
前国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处在股份变更阶段， 收入占比却并不高，今年上半年，紫鑫药业实现
公司实际控制人待国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营业收入1.26亿元，其中中成药收入1.18亿元，
变更后确认。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3.58%；人参系列产
据了解，国药兆祥具有国资背景，从事大宗 品营业收入为310.1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
常用中药材经营、中药材进出口业务、中药材种 例仅为2.47%。
植、中成药生产。紫鑫药业表示，公司通过引入
国药兆祥，有利于在资金、资源上给予公司有效
连续三年业绩下滑
支持，优化公司股东结构，降低公司负债水平，
引进新主求生的紫鑫药业，面临着严重的
同时国药兆祥的中医药产业背景有助于公司聚
焦主业，全面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 债务危机及经营困局。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
国药兆祥接盘后，也将担起扭亏的重任。
司持续发展。

收入比例
93.58%
2.47%
3.95%

毛利率
61.79%
-45.13%
47.22%

根据紫鑫药业日前披露的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显示，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预计
亏损3.05亿-3.5亿元，去年同期亏损2.77亿元，
亏损与去年同期相比进一步扩大。
紫鑫药业表示，2020-2021年受持续国内
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受到严重
影响，导致经营性资金紧张，产品市场份额下
降。2021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步得到控制，
公司虽生产经营得以陆续恢复，但2021年前三
季度公司仍处于恢复期，导致公司2021年前三
季度业绩预计亏损。
事实上，紫鑫药业归属净利润自2017年起
就开始下滑，并于2020年起开始亏损。财务数
据显示，2017-2020年，紫鑫药业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13.27亿元、13.25亿元、8.59亿元、2.86亿
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3.72亿元、1.74亿
元、7029万元、-7.06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3.66
亿元、1.6亿元、-3470万元、-7.03亿元。
此外，截至9月15日，紫鑫药业及子公司逾
期债务金额合计约为26.2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16%，占总资产的比例
为24.96%，而这还并不包含尚未支付的利息以
及因逾期可能产生的违约金和罚息。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紫
鑫药业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并
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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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上市公司蹭热点收购
周科竞
白酒资产大热的时候，上市公
司掀起一阵跨界“买醉”的热潮，现
如今，白酒在二级市场的炒作热
情退潮，部分公司也开始宣布终
止收购，让这些公司难逃蹭热点
收购的嫌疑。对于蹭热点的公司，
投资者要多一分警惕，这些公司
多数不务主业，目的可能就是为了
炒股民。
继众兴菌业之后，吉宏股份也
同样放弃了购买白酒资产的想法。
曾欲百倍溢价买亏损酒企的吉宏
股份，现在同样决定不买了，在本
栏看来，这些上市公司当初收购白
酒企业的目的性存疑，很难说当初
收购酒企不是为了蹭热点。不过话
说回来，上市公司能够悬崖勒马放
弃收购还是比硬着头皮买了更加
理性。
当时的上市公司，如果不是要
收购酿酒企业，而是自己新办酿酒
企业，那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
了，聘用的酿酒人才不能说退就
退，而且从选址、建厂到品牌宣传，
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本栏
说，如果当时上市公司真要进军酿
酒，自己新办才是下决心的体现，
虽然工作量大，但算是一种务实的
体现，总比百倍溢价去买一个亏损
酒企划算得多。
逆向思考，这些收购酒类资产
的上市公司，或许一开始就没打算
真的买入酒企，不过就是走个过
场，发个公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
在股价。
真有那么多散户投资者去追
涨股票把股价推高？似乎也未必，

在本栏的潜意识里，还是认为散户
投资者都是一盘散沙，如果没有大
资金的推动，股价是不可能连续走
高的，即使有利好也不行，过去股
市低迷的时候上市公司也是连发
利好，但股价就是不动，说到底还
是缺少大资金的推动。
所以本栏要说，蹭热点必然伴
随着炒股民，就像喝咖啡要有咖啡
伴侣一样。蹭热点的是上市公司，
要想让股价起来，还得有大资金的
运作。因此，投资者总能发现，当公
司利空消息出来时，要么是股价已
经走弱，要么就是横盘整理了一段
时间。至于连续涨停时马上发布
的，都是澄清公告，公司是啥也不
知道，然后是没有应披露而未披
露，所以股市专家都说，行情总是
走在公告的前面。
投资者现在要警惕的，就是那
些曾经蹭热点的上市公司，他们或
许有各种各样的题材，但是如果股
价走弱的话，投资者就要有充分的
警惕，会不会是上市公司有尚未公
告的利空消息，而投资者的最佳策
略还是走为上，毕竟少赚点总比亏
了强。
曾经的热点有很多，蹭热点的
上市公司也不少，投资者对于自己
的持股要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
即公司的业绩是不是能够支撑住
股价、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是不是
足够看好，如果对于上述两个问
题投资者感到怀疑的话，那么最
好还是尽早抽身，毕竟好股票那
么多，这种蹭热点的公司还是躲开
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