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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晚间，随着龙蟒佰
利和东方锆业双双发布公告，正
式宣布龙蟒佰利入主东方锆业。

当日晚间，龙蟒佰利发布关
于认购东方锆业非公开发行股
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显示，在龙蟒佰利当天
召开的董事会上，正式审议通过
了认购东方锆业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议案。

根据定增预案，东方锆业拟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500万股，龙蟒佰利及东方锆
业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冯立明、黄
超华、谭若闻及广东正盈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盈智
能），拟以现金认购东方锆业此
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其
中，龙蟒佰利认购不超过8500
万股，冯立明认购不超过2600
万股，黄超华认购不超过400万

股，谭若闻认购不超过
2000万股，正盈智能认购
不超过3000万股，认购价
格为4.84元/股。

同时，龙蟒佰利还与冯
立明、黄超华等签订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龙蟒佰利和
冯立明、黄超华、谭若闻合
计持有公司29.55%股份，
成为东方锆业的控股股东，
共同取得公司控制权。

事实上，龙蟒佰利不是
第一次展开对东方锆业的

“追求”。
2019年12月23日，中

核集团将手中持有的东方
锆业9721万股股票协议转
让给龙蟒佰利，总价达8.73
亿元，对应股价 8.98 元/
股。股权过户完成后，中核
集团不再持有东方锆业股
份，龙蟒佰利持有东方锆业
15.66%股权，成为东方锆
业的第一大股东。

相较于上一次8.98元/

股的价格，此次参与东方锆业
定增，龙蟒佰利几乎用上次一
半的价格即可完成交易。

换言之，在4个月的时间
维度内，龙蟒佰利仅动用
12.84亿元资金就实现了对另
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当然，
此事能否最终成行还要取决
于东方锆业股东大会和证监
会的审核。不过，在目前定增
宽松大环境下，龙蟒佰利所说
的“存在不能成功认购的风
险”看起来更像是套话。

龙蟒佰利
为何矢志吃下亏损资产

资料显示，东方锆业成立
于1995年11月，是专业从事
锆系列制品研发、生产和经营
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分为二氧化锆、氯氧
化锆、复合氧化锆、氧化锆结
构陶瓷、硅酸锆、电熔氧化锆、
核级海绵锆等7大系列共80
多个品种规格，是全球锆产品
品种最齐全的制造商之一。
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尽管龙蟒佰利2019年底
已成为东方锆业的大股东，但

对于新东家，东方锆业看起来
并不是“很争气”。

3月24日，东方锆业发布
了2019年年报，公司2019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4.7亿元，同
比下降6.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6 亿
元，较上年的 1062.8 万元大
幅下降-2036.31%。

这还不算完，更“难看”的
是，东方锆业2019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410 万元，较 2018 年的 3.7
亿元降幅高达-88.09%；公司
基本每股收益为-0.33元，同
比大降1750.00%。

并且，从2012年以来东
方锆业的年报数据来看，其业
绩起伏较大，几乎处于一年盈
利、一年亏损的循环当中，并
且2012年以来，东方锆业的
净利润仅2016年超过 2000
万元，但2013年以来，东方锆
业在奇数年份均出现亏损，其
中，2015年更创下亏损2.7亿
元的近年新高。

那么，对于这家业绩犹如
坐上过山车的企业，龙蟒佰利
为何会矢志不渝“追求”呢？
我们不妨看看龙蟒佰利的业
务构成。

根据龙蟒佰利2019年年

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
龙蟒佰利钛白粉产品的营业
收入为87.50亿元，占整个公
司营收的77.04%。而龙蟒佰
利 的 锆 产 品 则 实 现 营 收
6598.20万元，占整个营收的
0.58%，同比下降0.15%。

并且，近年来龙蟒佰利制
定了锆业为其第二大主业的
发展战略。在龙蟒佰利看来，
锆产业与公司钛产业在原材
料、生产、技术、市场等方面有
很强的协同效应。在公司持
续向钛产业发力的同时，为进
一步完善锆产业布局，将钛、
锆产业引向纵深、耦合发展。

今年河南省两会期间，龙
蟒佰利董事长许刚在接受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
表示：“龙蟒佰利对锆并不陌
生，我们本身就有这一板块。
随着公司成为东方锆业的大
股东，未来在合适的时间，龙
蟒佰利会把现有的锆产能通
过剥离划转的方式装入东方
锆业，从而形成龙蟒佰利专注
于钛产业链产品的生产经营、
东方锆业专注于锆产业的格
局，从而实现龙蟒佰利钛、锆
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

龙蟒佰利两步“吞下”东方锆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4月13日晚间，龙蟒佰利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以4.114亿元
的价格认购东方锆业8500万股。同时，龙蟒佰利还将与冯立明、
黄超华等自然人股东结成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东方锆业29.55%
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取得公司控制权。

在加码“钛锆”双主业的道路上，龙蟒佰利再下一城

先协议转让再参与定增
龙蟒佰利“吞下”东方锆业

据年报显示，2019年，辉
煌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4亿
元，与上年同期5.29亿元相比
减少4.6%。此外，Wind数据
显示，2019年辉煌科技销售
毛利率 43.42%，与 2018 年
47.34%的销售毛利率相比，
下滑3.92个百分点，创上市以
来的新低。虽然营收、毛利率
双双下滑，但其归母净利却大
幅增长。根据年报，2019年
辉煌科技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6703.4 万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141.71%。

营收与净利润大幅背离，
辉煌科技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从其年报中发现，辉煌科技去
年盈利的增加，主要受商誉减

值、信用减值和财务费用三方
面的影响。

2019年，辉煌科技计提
商誉减值比上年同期减少
5159.1万元，计提信用减值比
上年同期减少3482.44万元，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1069.4万元，3项合计比去年
减少9710.94万元。因此，辉
煌科技能够在营收出现下滑的
同时，实现净利润的大幅增长。

事实上，自2009年上市
以来，辉煌科技的业绩一直不
温不火，难称辉煌。

业绩受投资失利影响
投资计提减值2.52亿元

辉煌科技近年来业绩平
平，很大程度上受投资失败的
拖累。

在2019年年报中，辉煌
科技提到，公司于2017年 2
月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成都西

南交大驱动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交大驱动）形成
商誉3414.13万元，截至2019
年末，公司对该商誉计提减值
3414.13万元。

商誉的全额计提减值，这
也就意味着3年前，辉煌科技
的那场投资确认失败。

彼 时 ，辉 煌 科 技 投 资
5426.66万元，收购了交大驱
动51%的股权。然而，接下来
的两年，交大驱动均未完成业
绩承诺。

过了承诺期后，交大驱动
的业绩更是大变脸，由盈转
亏，2019年亏损264万元。

对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路阳）
的收购，辉煌科技同样计提了
高额的商誉减值。

2011 年 ，辉 煌 科 技 以
1.45 亿元收购了国铁路阳
50.87%的股权。随后，辉煌
科技再度以1.51亿元收购国
铁路阳余下的49.13%股权，
国铁路阳成为辉煌科技全资
子公司。

高额收购的同时也产生
了高额的商誉。随后几年，由
于经营业绩低于预期，辉煌科
技多次对该收购进行计提商

誉减值。截至2018年末，辉
煌科技对该笔收购的商誉已
全部计提减值，累计计提金额
1.07亿元。

据最新年报，2019年，已
成为辉煌科技全资子公司的
国铁路阳业绩亏损 2177 万
元，大幅拖累上市公司的业
绩。

对外投资损失最严重的
可能要数参股北京七彩通达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七彩通达）。2017年，七彩通
达因涉及融资租赁债务纠纷，
被北京市中信公证处通知强
制执行。该年度辉煌科技对
该项资产进行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计提金额为1.1亿元。

持续的投资失败吞噬着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仅此3项
对外投资，辉煌科技就计提了
2.52亿元的减值，几乎等于其
近 7 年的盈利总和（2.72 亿
元）。

董事长连续3年减持
持股量减少三分之一

虽然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平平，对外投资接连失败，但
似乎并不影响辉煌科技第一

大股东、董事长李海鹰通过减
持套现获利。

年报显示，2019年，李海
鹰共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3
次减持辉煌科技股份合计
542.3 万 股 ，占 总 股 本 的
1.44%，套现3536.8万元。

李海鹰近年来频频减持
手中的辉煌科技股份。2017
年，李海鹰4次减持手中的辉
煌科技股份，合计减持753.33
万股股份，套现 5946.58 万
元。2018年，李海鹰2次减持
辉煌科技股份，合计减持700
万股股份，套现4487万元。3
年 时 间 ，李 海 鹰 共 减 持
1995.63万股辉煌科技股份，
共套现1.397亿元。而辉煌科
技近 5 年来的盈利之和才
1.03亿元。

2016年末，李海鹰还持
有 5502.56 万股辉煌科技股
份，占比14.61%。到了2019
年末，李海鹰的持股比例已降
至9.31%，持有股份 3506.93
万股。3年间持股量下降了
36.27%。

业绩不温不火、对外投资
接连失败、董事长持续减持套
现，辉煌科技实现辉煌仍然任
重道远。

业绩受投资失利影响

辉煌科技净利大增背后存隐忧
4月9日晚间，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煌科

技）发布2019年年报。全年，辉煌科技在营收、毛利率双双下滑
的情况下，净利润大增141.71%。亮丽的盈利数据背后，辉煌科
技经营是否同样辉煌？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尧

辉煌科技年报发布
营收净利相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