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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获得鸿博股份控制权

鸿博股份发布的公告显
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尤丽娟、尤玉仙、尤友岳、尤友
鸾、尤雪仙、章棉桃与寓泰控股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尤氏家族
将其持有的7126.38万股公司
股份转让给寓泰控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4.26%，总对价为
7.1299亿元。

同时，尤丽娟、尤友岳、尤
友鸾拟将其持有的约7841.20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15.69%）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寓泰控股，期限为36个月。

本次转让完成后，尤氏家
族仍持有19.23%股权，但仅剩
下3.55%的表决权。河南寓泰
控股将成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将变更为毛伟。

拿下控制权，寓泰控股也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根据协
议，此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10
元/股，而按当天收盘价 7.54
元/股，溢价率达32.63%。

根据公告，拟协议转让的
部分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在本
次协议转让的股份交割前，公
司实际控制人将会对该部分股
票解除质押。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高溢价收购的背后，或是
受让方对上市公司资源的渴
望。

一年前，这家金融控股企
业的股东就曾现身A股市场。
2018年3月22日，升达林业发
布公告，拟收购河南寓泰兴业
智能安防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寓泰安防集团）51%以上的股
权，且双方经过多轮磋商与谈

判签署了意向协议。但是，经
过数月的磋商之后，各方利益
诉求未能达成一致，2018年6
月14日并购重组告吹。

河南寓泰控股赚了吗

这起高溢价收购到底赚了
还是亏了？市场对此给予了高
度关注。

先了解一下标的鸿博股
份。鸿博股份是一家典型的家
族企业，以票据印务起家，以安
全印务为主营业务，是中国彩
票印刷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上市以来，鸿博股份业务拓展
至彩票产业、安全印务、包装产
业、彩印产业、物联网产业、商
贸及互动娱乐产业等领域。

鸿博股份的业绩却并不光
鲜。3月30日发布的2018年
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7.06亿元，同比增长1.5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31万元，同比下滑52.2%。

事 实 上 ，从 2012 年 至
2018年7年间，除了2016年增
长38.22%外，鸿博股份的净利
润均处于持续下滑状态。

4月22日，深交所对鸿博
股份年报下发问询函，2016年
至2018年，鸿博股份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44 万元、697 万元和-742 万
元。问询函要求说明其经营业
绩长期处于微利的原因，并说
明其主营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
利能力。

鸿博股份5月11日回复表
示，由于市场竞争加剧、采购成
本上涨、产品销售单价降低，公
司产品毛利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该公司4月 24日披露
的一季报显示，一季度净亏损
805.5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5.33%。半年度业绩预告显
示，预计2019年1~6月归属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1050.00 万至-776.00 万
元 ，同 比 变 动 -15.01% 至
15.01%。

再来了解一下受让方寓泰
控股。

企查查显示，寓泰控股的
注册资金为7.8亿元，为控股服
务公司。2018年年底，寓泰控
股与开封金控、中原大禹资本、
开封市博茂金融服务公司共同
发起成立中原豫东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寓泰控股认缴出资
500万元，持股10%。

其关联方寓泰安防集团成
立于2002年，是开封市唯一一
家与110报警服务中心联网的
专业安防公司，也是全国唯一
一家连锁性安防公司，现覆盖

洛阳、青岛、临沂、鞍山等14个
城市。

这个高溢价并购的故事能
否讲好，需市场与时间来证明。

河南产业资本接连并购

进入资本市场之路千万
条，除了直接上市，还有很多公
司通过并购入场。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不完全统计，除了并购鸿博
股份，2018年9月以来，河南已
有7家企业获得外省A股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另有1家企业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获
得5.11%股权，并将继续增持
以期获得控制权,前后有9次
跨省对上市公司的并购。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在接受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现阶段
A股市场整体的估值已经很低，
投资价值凸显。河南的产业资本
并购外省的上市公司，现在是一
个比较好的时机。并购上市公
司，也是河南扩大在资本市场影
响力的捷径。

他建议，选择收购标的，要
注重基本面分析，要选择有业绩
支撑，同时有一定成长性和较大
发展空间的公司，同时要注重协
同效应，而不能盲目收购。

寓泰控股溢价入主A股鸿博股份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李震

河南产业资本在A股市场“买买买”的脚步，根本停
不下来。这次收购的是中国彩票印刷龙头、福建家族企
业鸿博股份。

5月9日下午，鸿博股份宣布将以7.13亿元易主。
接盘方河南寓泰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寓泰控股）将获得
14.26%股份，并获得15.69%的表决权，一举拿下控制
权。公开资料显示，寓泰控股为一家金融控股企业。

自去年9月以来，河南产业资本已９次跨省收购A股上市公司

事关专利归属
合作伙伴曾对簿公堂

纵观瑞丰新材企业史，创
始人之间爆发的专利纷争一度
备受外界瞩目。

特别是在无碳复写纸打破
国际垄断之后，关于经营理念、
利益分配等的矛盾已经在股东
之间企业管理层当中累积，最
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专利权归
属的诉讼。

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报》等
媒体当时的报道，1997年，刘
宗来为树脂型显色剂技术申请
了中国发明专利，由中国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证书上显示专利
权人为刘宗来。

2003 年 10 月，美国某代
理商要求将瑞丰公司产品向美
国出口，瑞丰公司决定将这项
技术在美国申请专利。“当时公
司决定以刘宗来的个人名义申
请美国专利，提交的申请文件
是在他1997年申请的中国专
利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的简单延

伸。申请美国专利共花费10.2
万元人民币，其中瑞丰公司出
了5.7 万元，刘宗来个人出了
4.5万元人民币”，当时有媒体
这样报道。

2007年6月，瑞丰公司向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瑞丰公司称，为保护自己
的技术秘密，瑞丰公司与员工
签订了保密协议。但刘宗来利
用担任瑞丰公司总经理职务的
便利条件，违反与公司签订的
保密协议，未经原告许可和授
权，于2003年10月，将该技术
以个人作为专利权人，向包括
美国等国家提出国际专利申
请，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瑞
丰公司向刘宗来索赔5200万
元人民币。

而5200万的索赔金额，也
成为当时河南省知识产权诉讼
标的最高的“专利第一案”。根
据当时《中国知识产权报》等相
关媒体报道，随后在2007年7
月，在大股东刘宗来没有参会的
情况下，瑞丰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刘宗来被瑞丰公司解除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的职务。

2007年8月，新乡市工商
局出具《处罚决定书》，认定瑞
丰公司在变更登记时提交虚假
资料，采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
事实取得公司登记”，违反《公
司法》199条规定，责令瑞丰公
司进行改正，并对其处以18万
元罚款。

此后瑞丰公司又向河南省
高院提起诉讼，申请驳回新乡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
罚。据知情人士透露：“后来刘
宗来家庭出现变故，心灰意冷，
最终不再争夺”。

同时，记者从瑞丰新材的
招股说明书中发现，在瑞丰公
司的初创人员名单当中，刘宗
来的名字已经没有出现。

关于此事，5月14日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瑞丰
新材董秘尚庆春时，瑞丰新材
工作人员以“尚总在外地出差”
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知名机构现身股东名单
瑞丰新材亦面临挑战

随着瑞丰新材招股书的发
布，其更多的细节也展现在公
众面前。

从财务数据上看，无论是
从营业收入、净利润还是从现
金流量等指标来看，瑞丰新材
的基本面都可谓良好。尤其需
要指出的是，在瑞丰新材的股
东名单中，国内知名机构前海
基金和前海方舟榜上有名。招
股说明书显示，目前前海基金
持股3750000股，占比4.17%，
前海方舟持股2250000股，占
比2.5%。

尽管如此，但对于瑞丰新
材来说，关于其原材料占比较
高、润滑油市场面临国际竞争
等隐忧也同样需要关注。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
比例分别为89.30%、89.19%和
90.19%，占比较高。瑞丰新材
表示，若上述原材料价格出现

持续大幅波动，且公司在产品
销售定价、库存成本控制等方
面未能有效应对时，公司经营
业绩将存在下滑或大幅波动的
风险。

此外，在市场占有率方面，
瑞丰新材的润滑油添加剂市场
占有率并不高。招股书显示，
2018年瑞丰新材润滑油添加
剂，占国内市场份额的2.69%，
占国际市场份额的0.75%。

对此，瑞丰新材表示，在润
滑油添加剂领域，由于国际大
厂商介入时间较早且由于润滑
油相关产品主要与发动机相
关，而发动机主要又由国外品
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国际润
滑油添加剂市场主要被路博
润、润英联、雪佛龙奥伦耐、雅
富顿等几家国际知名添加剂厂
商所占据。虽然公司经过十几
年的不断研发和拓展，目前产
品质量稳定，性价比较高，但是
公司目前经营规模及涉足行业
的历史与国际几大厂商相比仍
处于相对劣势。

郭春萱低调冲刺IPO
（上接A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