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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影科技冲A告败 业务合规性曾遭追问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抄知名投资机构作业靠谱吗
周科竞

A股中报陆续放榜，在披露中

报后，投资者完全能够看到截至半

年度末知名投资机构的持仓情况，

有股民依此抄作业，但这样的投

资有一定滞后性，还是要注意投资

风险。

首先，抄作业是对知名投资机

构的认可，但是其中的时差却可能

会让投资者因此受到巨大的损失。

假如机构在6月末短期看好某一些

股票，到了7月初就卖出了结，而投

资者根据6月末的持股数据进行投

资买入，实际上买入时机构已经离

场，等到投资者看到三季报，知道

机构已经离场时，或许股价已经

下跌了很多，投资者这种时差落

后问题，是影响抄作业效果的最

大问题。

其次，就算是机构投资者没有

进行短线交易，而是实打实的长期

看好，那么机构投资者买入股票后

可能会持有五年乃至十年，那么投

资者是否能够跟着持股五年甚至十

年呢？在遇到恐惧的心态时是否会

提前离场，在看到其他更好的投资

机会时，是否能够不为所动，这些都

是影响投资者抄作业效果的一些因

素，即投资者就算抄到了作业，也不

一定能够享受到机构投资者的收益

水平。

第三，就算投资者耐住了寂寞、

抵御住了恐惧，那也不能保证一定

能够盈利，巴菲特的公司二季度也

出现了巨大的投资亏损，即使是股

神，也有亏损的时候，投资者抄机构

作业，又怎能知道机构这次不会翻

车？所以本栏认为，投资者抄机构作

业并非必胜。

但是，知名机构的作业也并非

毫无价值。投资者可以根据知名机

构的持仓情况，分析机构投资者是

如何看待当前市场的，持有的股

票属于进取型还是保守型，未来

哪个行业可能是市场热点，总之，

知名机构的作业可以参考，不能

抄袭。

投资者还是应该自己判断进行

价值投资，在本栏看来，价值投资与

否，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股票是

否有价值，本栏在这里所说的价值

投资，主要指的还是对优质、低估值

的绩优蓝筹股进行的投资。

假如A股市场在未来仍然是震

荡市，最终可能不涨也不跌，这种情

况下价值投资理念也十分合适。一

方面蓝筹股能够给投资者提供稳健

的现金分红，投资者持有蓝筹股的

现金分红理论上也能高于银行存款

收益，此外蓝筹股利润继续提升也

能增加它们的投资价值。

即便是股市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出现调整走势，价值投资也会是最

大的赢家。因为如果大盘继续下跌，

与投机炒作的中小盘概念股相比，

以价值投资为主的蓝筹股的下跌

幅度一定更小，它们并不具备大幅

下跌的基础，尤其是在目前大盘已

经处于底部区域的背景之下，蓝筹

股的下跌很可能是不错的低位布局

良机。

年报问询函回复难产 *ST必康吃关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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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IPO终止

8月9日晚间，深交所表示，小影科技申请

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根据《深交所创业板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七条，决定终

止对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审核。

招股书显示，小影科技是移动端视频创

作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移动端视频

创作软件产品及服务的设计、研发及销售推

广，公司产品主要为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主

要包括小影（VivaVideo）、VivaCut和节奏

酱（TempoApp）等。

据小影科技介绍，公司主要产品小影

（VivaVideo）、VivaCut和 节 奏 酱（Tem-

poApp）订阅用户数量较高，2019-2021年主

要产品合计订阅用户数量分别为209.13万、

290.62万和210.28万。

小影科技主要通过第三方移动应用市场

发行产品，用户在第三方移动应用市场下载

公司产品，并在iOS、Android等移动端主流

操作平台上安装、使用公司产品。

此次谋求创业板上市，小影科技拟募资

8.05亿元，投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创作

工具与服务升级建设项目以及全球营销平台

建设项目，分别拟投入募资3.26亿元、2.78亿

元、2.01亿元。

针对公司撤单的具体原因以及未来上市

计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小影科技董

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公司

目前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

据了解，小影科技旗下视频剪辑软件小

影（VivaVideo）市场知名度较高，此次闯关

上市，公司也被视为冲击“视频剪辑第一股”。

不过，伴随着公司IPO撤单，小影科技冲击“视

频剪辑第一股”告败。

小影贡献七成左右营收

从主营业务收入来看，小影科技主要产

品小影（VivaVideo）为公司贡献营收比例在

七成左右。

2019-2021年，小影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分别约为1.96亿元、3.02亿元、3.85亿元；对应

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5053.15万元、

4316.9万元、8201.86万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

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046.35万元、4684.43万

元、7428.23万元。

小影科技表示，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

于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订阅业务，报告期内

订阅收入分别为1.67亿元、2.85亿元和3.14亿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5.68%、94.6%

和81.57%，2019-2021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6.84%，订阅收入占比较高。

而在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订阅业务中，

小影（VivaVideo）的订阅收入居首。数据显

示，报告期内，小影（VivaVideo）的订阅收入

分别为1.56亿元、2.4亿元和2.46亿元，占小影

科技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9.91%、

79.56%和63.92%。

小影科技也提示风险称，若小影（Vi-

vaVideo）产品无法及时更新迭代，或者经营

策略出现偏差，无法满足用户需求，可能会导

致产品市场份额下降，进而对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业务合规性被接连追问

IPO撤单之前，小影科技对外披露了两轮

问询回复意见，其中公司业务合规性被接连

追问。

招股书显示，除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订

阅业务收入外，小影科技部分收入来源于互

联网广告服务业务及直播业务。

在首轮问询中，深交所就要求小影科技

结合《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分析说明公司对在公司产

品中发布的广告是否承担内容监管的主体责

任，公司产品中广告内容境内外发布的合规

性和权责划分情况；此外，说明开展直播业务

过程中是否存在不符合业务开展条件与资质

开展业务的情况。

二轮问询中，小影科技业务的合规性再

度被追问。深交所要求小影科技区分境内、境

外产品，说明境内外产品在运营内容上的差

异，若公司仅在境外提供相关产品或功能，

说明具体运营的国家或地区，仅在境外运营

的原因，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合规性等问题。

针对上述疑问，小影科技进行了详细解

释，均称公司经营、业务合规。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行业直接受益于互联

网和短视频行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互联网

和短视频行业受众基础广泛、信息媒介传

播速度快，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目前已逐

渐加强了对互联网行业和短视频行业的规

范力度。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再度延期回复后收关注函

8月9日，已经延期两次的*ST必康将年报

问询函的回复日期再度推后，在此情形下，深交

所火速向*ST必康下发关注函。

据了解，*ST必康于5月因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而相关调查事项目

前还未结束，这也成了*ST必康一再推迟回复

年报问询函的原因。*ST必康表示，截至公告披

露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

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因此，相关回复仍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无法在

8月8日前完成年报问询函的全部回复工作。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

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申请，公司将继续延

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于8月26日前完成回复。”

*ST必康如是表示。

据了解，在本次延期前，*ST必康已于7月

16日、26日先后延期了两次，公司是否会再度

延期回复仍是一个未知数。

对此，在关注函中，深交所要求*ST必康结

合公司各部门回复进展、年审会计师回复进展、

律师回复进展，按照问询问题逐个说明回复工

作准备情况。

事实上，进入8月后，大部分上市公司年报

问询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中报阶段。因此，

深交所也要求*ST必康结合上述问题，说明公

司能否按期披露2022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半年

度报告编制工作的具体进展情况。

为何会出现一再延期的情况？在职业投资

人程宇看来，一般上市公司年报问询函出现回

复难产，通常来讲，还是因为年报问询函直接砸

中了企业问题要害，导致企业无法按时回复。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ST必康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

并未有人接听。

资金占用等问题被追问

让*ST必康一再延期回复的年报问询函，

究竟都问了哪些问题？问询函显示，深交所针对

公司2021年年报提出了十大问题，其中最值得

关注的是公司控股股东等资金占用的情况。

据了解，*ST必康《2021年度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汇总表》显示，资金占用

违规行为共涉及2个主体，分别为新沂必康新医

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北角度新材

料有限公司，2021年发生额合计200万元，占用

余额为1086.75万元。此外，公司还存在多项资

金占用被列报于其他关联资金往来、归属于经

营性往来。

对此，深交所要求*ST必康详细说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自2021年初至本

问询函回复日，资金占用（含无商业实质的资金

往来）的发生额和余额、形成时间和归还时间、

占用方和占用方法等。

而这也成为了*ST必康2021年年报被非标

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告显示，由于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ST必康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年

审会计师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内部控制

缺陷整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点领域内控加

强情况、失效内控整改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年报问询函回复经历

难产，*ST必康2021年年报的披露也逾期近两

个月，直到6月30日才予以披露。而在公司年报

迟交的背后，公司还经历了业绩快报“变脸”。

*ST必康最早版本的业绩预告显示，公司

预计2021年度归属净利润变动区间为盈利9.5

亿-10亿元。而在公司披露的业绩快报中，公司

2021年未经审计的归属净利润变成了-8.79亿

元，前后最多相差逾18亿元。

*ST必康最终披露的年报显示，公司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76.63亿元，对应实现的归

属净利润约为-8.22亿元，对应实现的扣非后净

利润约为-6.28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2021年9月13日，视频剪辑软件小影（VivaVideo）母公司杭

州小影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影科技”）创业板

IPO获得受理，公司开始冲击“视频剪辑第一股”。不过，排队近

一年时间，小影科技IPO撤单。8月9日晚间，深交所官网显示，小

影科技创业板IPO处于终止状态，公司无缘A股资本市场。北京

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小影科技IPO撤单背后，公司业务合规性被

监管层接连追问两次。

小影科技近年来财务情况一览

报告期内小影（VivaVideo）订阅收入情况一览

占当期营收比例

63.92%

订阅收入

2.46亿元

2021年

2020年 占当期营收比例

79.56%

订阅收入

2.4亿元

2019年

占当期营收比例

79.91%

订阅收入

1.56亿元

1.96

-0.51

■营业收入（亿元）

■归属净利润（亿元）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3.02

0.43

3.85

0.82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1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47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74亿元

A股已进入中报披露季，而*ST必康（002411）2021年的年报

问询函仍未回复。8月9日，*ST必康发布公告称，将回复日期延期

至8月26日。在几番拖延下，深交所向*ST必康下发关注函，要求

公司说明目前回复进展，并说明是否能按期披露2022年半年报。

需要指出的是，*ST必康2021年年报经历了业绩快报“变脸”，并

一直逾期到上半年的最后时刻才予以披露。在2021年业绩巨亏之

下，*ST必康还有诸如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等诸多问题需要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