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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下午，郑州经开区
管委会与英慧有限公司在郑州举
行了第6代低温多晶硅（LTPS）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签
约仪式。

据了解，英慧有限公司隶属
富士康旗下，其IT、通讯、消费类
电子产品制造方面均居于世界重
要地位，掌握着以低温多晶硅等
新技术为主导的中小尺寸面板制
造技术。

仅隔一天，11月8日，郑州逸
凯新世代科技公司第6代低温多
晶硅(LTPS)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器件项目便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举行奠基仪式。河南与富士康
合作的速度记录再次被刷新。

郑州逸凯新世代科技公司由
英慧有限公司设立，主要生产第
6代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液晶
显示器件，总投资280亿元，预计
2017年11月试生产，2018年实
现量产，量产后每月可生产2万
件液晶面板，产品将优先供应给
苹果公司。

事实上，就在此前不足 20
天，河南本土从事光电产业的上
市公司安彩高科公布了自己的定

增预案，其背后也出现了富士康
系的身影。

2015年10月20日，安彩高
科披露了其新的定增预案，公司
拟以6.36元/股的价格向富鼎电
子和郑州投资控股合计定增1.73
亿股，募资11亿用于偿还贷款及
补充流动资金。定增完成后，富
鼎电子将持有安彩高科17.04%
股份，晋身第二大股东。

而富鼎电子主要从事新型机
电元件、数控机床、自动检测设
备，机器人、机密模具，便携式微
型计算机、数字放声设备等产品

的开发、加工、生产和销售，其控
股股东为易伟投资有限公司
(EasywellInvestmentLtd.)， 实
际控制人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也就是说富鼎电子也出
自富士康系。

今年三月，安彩高科公告称
拟投资不超过3000万元河南省
海川电子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川电子玻璃”）20%股权。
并且，在满足该协议约定条件的
情况下，安彩高科有权后续收购
海川电子玻璃原股东持有的海川
电子玻璃合计60%的股权。

而据了解，海川玻璃的主要
业务就是生产超薄电子玻璃，主
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盖板、触屏
及ITO导电膜基板，具备工艺复
杂、技术难度大、质量要求高等特
性，可替代进口超薄电子玻璃。
这就意味着通过收购海川电子玻
璃，安彩高科可以迅速进入超薄
电子玻璃领域。

而将以上内容联系起来，不
难看出富士康系加码河南光电玻
璃产业的紧凑步伐。

日前，国内一家媒体刊发题
为《莲花味精被曝骗取5000万出
口退税》的报道，称莲花味精“涉
嫌骗取国家约每年5000万出口
退税，并且曾为避免ST将每吨味
精虚增300美元卖给客户，后再
返还，以虚增利润”，文中还有涉
及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报道等。

信息源于一则举报。不久
前，一封名为《莲花味精做假账，
骗取国家大量退税》的举报，在网
络上流传。发帖人自称是莲花味
精海外客户，并且曾是莲花味精
聘用的中亚部分国家的海外办事
处主任。

根据媒体的报道，举报人称，
今年味精出口退税政策颁布后，

莲花味精涉嫌骗取国家大量退
税，一年大概5000万元。

据该媒体称，莲花味精曾在
2008年左右，为了避免ST，和外
商签虚假合同，按实际每吨加
300美元，然后退给客户300美
元，以虚增利润。去年6月份，莲
花味精公布了一封证监会对其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在该
公告中披露，莲花味精在 2007
年、2008年连续两年，将两笔政
府补助未到位就入账，虚增财报
利润，“扭亏为盈”。若没有这两
笔虚增收入，莲花味精恐早已戴
上“ST帽”。

此外，相关报道还对其资本
运作、O2O提出质疑。

富士康系密集加码河南光电产业
核心提示 | 从11月7日郑州经开区管委会与英慧有限公司在郑州签约总投资280亿元的第6代低温多晶硅（LTPS）薄膜晶体管液晶

显示器件项目到10月20日，安彩高科披露了公司向富鼎电子定增11亿元预案，不到20天，富士康系密集加码河南光电产业。

当前，郑州正在打造全球重
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记者了
解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2014年全年实现智能手机产
量1.43亿部，占全球智能手机产
量1/8，其中苹果手机产量1.189
亿部，非苹果手机产量 2439 万
部。

除富士康外，实验区在南部
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电子信息
（智能终端）产业基地，已有正威、
酷派、中兴、天宇、瑞弘源等118
家手机整机及配套企业签约入
区，中兴、天宇、华世基等12家整

机企业正式投产。信大捷安、神
阳、鹏翔等本土智能终端整机生
产企业发展迅速。

此外，我省在屏幕、外壳、摄
像头等组件部件生产上有较多的
配套企业，主要分布在洛阳、鹤
壁、新乡、信阳等地。全球重要的
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正在形成。

在今年9月的大连夏季达沃
斯论坛上，曾任中国移动董事长
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建宙
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点赞河南智能
终端产业群的模式，并且建议河
南加强对智能终端核心部件的自

主研发，真正实现中国创造。
省工信委相关负责人接受记

者采访时也曾表示，我省的智能
终端产业集群发展支撑体系完
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但也
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就是我省智
能终端产业在核心器件和芯片的
研发生产、整机设计等方面缺乏
核心技术。

富士康系密集加码河南光电
玻璃产业，正是河南智能终端产
业链从代工制造向研发制造升级
的具体表现。

目前，我国智能手机厂商使

用的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液晶
显示器件主要由日本、韩国的厂
商供应，长期以来在技术上受制
于人。据统计，2014年国内显示
面板厂商的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
管液晶显示器(LTPS TFT-LCD)
产品在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中的市
场占有率尚不足6%，我国国内尚
没有建成投产的第6代低温多晶
硅(LTPS)生产线。

而签约的第6代低温多晶硅
（LTPS）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项目包括阵列、彩色滤光片、成盒、
模组、玻璃薄化等全部工序，代表

了世界LTPS的最新水平，可以与
韩国三星电子的技术媲美，是未来
液晶面板发展的主流方向。

富士康方面透露，公司已与
美国苹果公司签署了产品采购协
议，未来产品的70%将优先供应
苹果产品。

此外，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利
于满足市场对高端中小尺寸显示
面板快速增长的需求，改变目前
高端屏高度依赖进口的情况，还
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项目的集
聚，形成全国最具活力的光电产
业基地。

莲花味精回应“骗税门”
莲花味精11月9日发布公告否认“涉嫌骗取5000万元出口退税、虚增利润”等消息

外界对莲花味精在资本运
作层面同样给予关注。

去年10月，成立仅仅6个
月的睿康投资出现在莲花味精
大股东名单中。两个月后，上
海颢曦投资大举买入莲花味精
并进入前十大股东之列，与睿
康投资、天安科技结成一致行
动人。随后，今年1月份，睿康
投资顺利入主莲花味精，夏建
统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按照相关媒体消息，与入
主莲花味精同步，夏建统还进
行着另一桩资本布局。今年年
初，索芙特公开披露，公司将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84908.79 万
股，募资不超过51.2亿元，其中
41.2 亿元用于收购天夏科技
100%股权，10亿元用于补充天

夏科技流动资金。而天夏科技
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夏建统。

对此，媒体认为，夏建统并
不想发展味精事业，不过是在
资本炒作。其一方面欲以41亿
元价格向索芙特出售账面价值
仅2.6亿元的天夏科技，另一方
面则想斥资13亿加码莲花味
精，上演资本连环套游戏。

对此，莲花味精在公告中
回应称，公司于2015年10月9
日披露了《河南莲花味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主要用于生物和发酵高科
技园区项目、30万吨植物营养
和土壤修复产品工程、第四代
调味品和高端健康食品工程、
O2O线上线下销售体系和移动

健康服务终端系统及偿还借款
等，前三个项目既有公司原有
业务的延伸，又有适合公司发
展战略的实业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积极实
施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升级
的新型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并
不存在文中所说‘资本炒作’现
象。”莲花味精称，“莲花味精与
索芙特是完全不同的上市公司，
二者基于各自的发展战略拟定
不同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不存在
互为条件的发行方案。”

此外，莲花味精还对“试水
O2O被指有些过时”给予回应，
称这是公司在互联网+的背景
下，继续扩大农副产品深加工
的领域建设，扩大公司的销售
渠道建设。

11月9日，莲花味精上市
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
经认真自查，认为上述报道与
事实不符。

莲花味精表示，媒体报道
中所述：“公司涉嫌骗取国家约
每年5000万出口退税，并且曾
为避免ST将每吨味精虚增300
美元卖给客户，后再返还，以虚
增利润”，公司澄清认为，根据
财税〔2014〕150号文件规定和
海关颁布的商品归类指导意

见，从2015年1月1日起，味精
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3%，莲花
公司出口产品符合海关规定的
出口味精类别和国家税务总局
规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时，
该公司出口的味精严格执行国
家规定的商检和报送程序，不
存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

对于虚增利润，莲花味精
也加以否认。在澄清公告中，
莲花味精称，为了开拓中亚市
场，该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沈那

伯商行签订海外广告代理协
议，对莲花系列产品在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等中亚五国进行广告宣
传，哈萨克斯坦沈那伯商行对
莲花味精开具广告费发票，莲
花味精支付哈萨克斯坦沈那伯
商行的款项属于广告费，列入
销售费用。莲花味精在出口业
务中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和与客户签订的购销协议执
行，不存在虚增利润现象。

□本报记者 万军伟

莲花“骗税”风波乍起

回应资本运作及O2O质疑

澄清公告极力否认

□本报记者 傅豪

富士康系密集布局河南光电玻璃产业

河南智能终端产业链逐步升级

莲花味精近期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