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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国家级动漫企
业约克动漫发布公告称，董事
会于2018年6月21日收到董
事长、总经理宋刚递交的辞职
报告，宋刚辞去董事长、董事
及总经理职务。宋刚持有公
司股份4916000股，占公司股
本的5.97%。宋刚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对于宋刚辞职的原因，约
克董秘称：“出国陪读”。

公开资料显示，宋刚，男，
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
12月毕业于加拿大约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主要工作经历：2004年2月至
2005年3月，自由创业；2005
年 4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
CANADAABBINC. 技 术 总
监；2008年 9月至 2009年 3
月，任郑州沃尔克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 3月

起，就职于公司，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就在约克动漫公告宋刚
离职的同一天，约克动漫的新
掌门人亦浮出水面。

6月26日，约克动漫发布
公告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于6月22日审议并
通过，选举实际控制人宋思源
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期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公开资料显示，宋思源出
生于1978年，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原河南财经学院）本科
毕业，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从个人经历上看，宋思源
曾于2000年9月至2004年8
月任职于浙江梦娜袜业股份有
限公司；2004年9月至2009年
9月任职于宁波太平鸟集团；
2009年10月至2015年8月任
职于北京中奥伍福集团；2015
年9月加入约克动漫。

公开资料显示，宋刚为约
克动漫控股股东宋定中之子，
宋思源为宋定中之女。随着

宋思源正式出任约克动漫董
事长，意味着在创业近十年之
际，约克动漫正式完成权力交
接。

资料显示，约克动漫成立
于2009年，是一家以软件技
术开发起家，目前以动漫和软
件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总
部设在郑州。2014年9月，约
克动漫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7年
5月，约克动漫进入新三板创
新层。

对于约克动漫此次的权
力交接以及宋思源接任之后
将有何动作，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于6月26日下午曾
试图联系约克动漫董秘孙蕊
蕊，但截至记者发稿，仍未收
到对方回复。

需要说明的是，从业绩上
看，如今留给宋思源的约克动
漫并不像其前几年那般美

好。根据其 2017 年年报显
示，2017年，约克动漫出现了
公司登陆新三板以来首次营
收和净利润双降的局面。

约克动漫2017年年报显
示，公司营业总收入为1.08亿
元，同比下降7.69%；实现净
利润 1443 万元，同比下降
28.69%。相关数据显示，约
克动漫2014至 2017年营收
总额分别为 1956.31 万元、
4116.27 万元、1.17 亿元和
1.08亿元。

对于2017年度公司营业
收入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约
克动漫称，报告期内，公司加
大了原创动画的制作力度，由
于动画片的制作周期较长，已
完工动画片处于国内电视媒
体审核和外语配音阶段，动画
发行和形象授权业务收入减
少；另外，报告期内人民币持
续升值，公司70%以上收入来
自境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变动给公司营业收入带来一
定影响。业绩之外，考较宋思
源的还有约克动漫的人才问

题。
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

至2017年上半年，约克动漫
核心技术人员分别为23人、
20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分
别为11.8%、10.4%。记者查
阅该公司2017年年报，并未
找到该公司最新的核心技术
人员数量，然而其技术人员已
从报告期初的92人降至期末
的77人。

事实上，之前宋思源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曾将约克动漫
的战略表述为：“引进来+走出
去原创动漫IP布局。”在“引进
来+走出去”模式获得成功的
同时，约克动漫进一步提升自
身造血能力，开始进入衍生品
消费端，布局动漫 IP全产业
链。

如今，随着宋思源正式走
上前台，面对着动漫行业同质
化竞争严重、发展模式趋同等
问题，如何带领约克动漫重塑
辉煌，依然考验着这位有着十
几年HR经验的新董事长。

约克动漫兄妹完成权杖交接
核心提示｜在登陆新三板4年之后，创新层企业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约克动漫）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接。
6月26日，约克动漫发布公告称，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宋刚因“出国陪读”正式辞职，而继任者宋思源也于同日正式上任。公开资

料显示，宋刚为约克动漫控股股东宋定中之子，宋思源为宋定中之女。

6月26日，据香港交易所
官网显示，钢铁电商平台找钢
网已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
花旗、招商证券、高盛为其联
席保荐人。

由于找钢网本次提交的
申请文件只是草拟本，并非最
终的上市文件，因此文件尚未
披露在港交所首次公开发行
股份的拟募资金额。但根据
文件可以看到，本次IPO募集
到的资金半数将用于钢铁贸
易业务的扩张，三成用于开发
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物
流、仓储及加工、供应链、金融
及大数据分析服务），余下资
金用于潜在收购、研发及一般
企业用途等。

值得注意的是，找钢网在
上市申请材料中表示，公司将
采用同股不同权的结构。其股
本由A类股份及B类股份组
成。除少数保留事项外，对于
公司股东大会提呈的决议案，

A类股份每股可行使10次投
票权，B类股份享有一次投票
权。这种形式的上市公司架
构源于4月24日港交所公布
的《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
制度》。新政允许“同股不同
权”结构的公司赴港上市，拓
宽香港上市通道，为高科技公
司、互联网公司提供便利，以
吸引更多独角兽赴港上市。

找钢网抓住机遇，成为首
批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的
AB股结构公司之一。

说起王东，这位找钢网的
创始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郑
州土著，毕业于郑州八中，曾
供职于河南教育学院。

2009年，王东进入钢铁互
联网圈子。到2011年，他陆
续担任北京中钢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钢钢网电子商
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012年2月，王东创立找
钢网。对于为什么不是在家

乡河南而是选择东进上海就
业，王东此前在接受大河报采
访时表示，河南相关互联网专
业人才缺乏，同时B2B电商是
一个新生事物，在华东、华南
地区更容易生根发芽，并且上
海在互联网的政策扶持层面，
超前于全国。此外，相对于北
上广，河南还缺乏风险投资的
土壤，要想赢得国内外顶级风
投资金的关注，在上海无疑会
更多一些机会。

正是由于战略布局得当
及之前在钢铁电商行业积累
的丰富经验，短短六年时间，
王东带领找钢网从一家仅提
供在线信息服务的公司发展
至中国最大的钢铁电子商务
平台（就2017年收入而言）。
王东也因此被一些媒体形象
地称为“钢铁侠”。

2016年 1月12日，前央
视新闻联播主持人郎永淳正
式宣布加盟找钢网，担任高级
副总裁、首席战略官，让找钢
网的知名度和曝光率瞬间暴
增，成为“互联网+”风口中最
引人瞩目的那颗星。

在 2016年 12月的大河
财富论坛上，郎永淳分享了自
己从媒体人到创业者职业转
变的原因。

郎永淳表示，大数据时
代，我们需要让互联网切入来
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产生新
的流通渠道，产生新的零售模
式，产生新的仓储加工、新的
物流以及新的金融服务。钢
铁作为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
更是如此。通过定制化的生
产来完成定制化的消费，尽可
能地减少钢铁库存，这是一件
有利于民的大事。

目前，找钢网提供了涵盖
整个钢铁贸易价值链的综合
服务，包括网上钢铁贸易、物
流、仓储及加工服务以及供应
链金融等。通过精简整个价
值链中参与者开展业务的方
式，有效解决了传统钢铁贸易
模式因多个中间商介入而低
效的弊端。

数据显示，2017年找钢网
营收达175亿元人民币，调整
后公司纯利润为1.014亿元。

此外，找钢网表示，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公司已积
累了超过9.4万名注册客户。
公司商品交易总额从2015年
的人民币 182 亿元增加至
2016年的人民币 363亿元，
并进一步增加至2017年的人
民币639亿元，复合年增长率
为87.5%。目前公司已拥有
国内市场30.6%的市场份额，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钢铁
电商平台巨头。

2018年 3月23日，长城
战略咨询联合科技部火炬中
心，在北京发布了《2017中国
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找钢
网以10亿美元的估值入围独
角兽企业榜单。

本次找钢网向港交所成
功递交上市申请，这就意味
着，继小米、美团等之后，又一
家独角兽企业或将进入香港
资本市场。

短短六年，找钢网发展迅猛，175亿营收净利过亿

河南血统独角兽启动赴港上市
核心提示 |“找钢”是怎样炼成的？短短六年时间，找钢网从一家仅提供在线信息服务的公司发展为年收入175亿

元的钢铁电商平台巨头。如今，这家郑州籍创客带队的企业准备再前进一步，启动赴香港交易所上市。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尧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找钢网赴港上市
半数募资拟扩张钢贸

郑州籍“钢铁侠”
带领初创企业完成蜕变

营收175亿净利过亿
10亿美元估值成独角兽

创业近十年
约克动漫完成权力交接

同质化严重
新董事长的老难题

创业近十年，河南最大动漫公司董事长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