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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润电子破局新能源 加码车联网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我们刚刚打赢了一场 ‘世界

杯’。”在日前深交所举办的“践行中

国梦·走近上市公司”活动中，得润

电子董事长邱建民（

002055

）如此点

评公司通过全球竞标获得标致雪铁

龙集团的车载充电机订单。

作为传统电子连接器制造企

业， 得润电子在坚持原有精密制造

业务同时，加码车联网业务，破局新

能源充电市场， 逐渐构建家电与消

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气、车联网三

大业务群并行发展的格局。

破局新能源充电

得润电子日前公告， 控股子公

司

Meta System S.p.A.

指定成为标

致雪铁龙集团 （

PSA

）新一代纯电

动及混合动力车型平台 “车载充电

机”项目全球供应商。

2015

年

PSA

全球范围内共销售整车

297

万台，

其中在华销量达到

70.8

万台。 得润

电子将进一步做好

PSA

国内合资

企业认证相关事宜。

本次活动中， 该款车载充电机

也陈列在展厅，投资者分批观摩。作

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部件， 车载充

电机决定了充电效率、 电池安全和

寿命。公司向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

者表示， 该款车载充电机采用了全

球大量专有设计方案， 可以极大提

高大功率器件的散热效果及效率，

充电效率能达到

95%

以上，设计占

用空间小，重量轻，并且是全球首款

内置有

DC/DC

（直流变直流）转换

功能的车载充电机， 技术在全球处

于领先水平。

车载充电机也正是子公司

Meta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核心产

品。 去年，得润电子以现金

5682

万

欧元的初步购买价格收购

Meta

60%

股权， 三季度相应资产开始并

表。 据介绍，

Meta

车载充电机已经

独家供货宝马，实现了全球供货。该

车载充电机生产线将引进意大利自

动化生产装置， 正在准备落地得润

电子国内生产基地。

邱建民表示， 公司并购团队也

将继续寻找优秀标的。此外，公司与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等共同发起设立的产业并购

基金， 也将重点关注汽车产业链相

关制造业升级等领域。

发力车联网业务

车联网业务作为公司战略方向

之一，邱建民用“跑马圈地，拓展市

场”来形容

2016

年业务规划，通过

保险公司、租车团队、道路救援等渠

道进行拓展，建立“智能硬件产品

-

数据入口资源

-

大数据应用与服

务”完整闭环的商业模式，切入规模

巨大的

UBI

新型车险市场。 现在也

正值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窗口。

据介绍，

UBI

是基于驾驶人驾

驶行为数据的差异化车险。 相关商

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已经从去年

6

月在黑龙江、山东等

6

个地区试点，

实现车均保费下降、 行业保费收入

同比增加。 预测显示，

UBI

车险在

2020

年左右有望达到近

3000

亿元

的市场规模。

Meta

拥有核心的驾驶评分系

统与大数据平台及事故现场还原技

术， 其产品技术和运营模式在欧洲

市场有长达十几年的验证周期，目

前

Meta

公司全球

UBI

装机量超过

600

万台，是最成熟的

UBI

车险产品。

邱建民指出，公司可以与保险

公司分享

UBI

车险收益。 另外，公

司还可以向车险公司提供精准营

销、后续救援、理赔事故现场还原

等增值服务， 以及汽车后市场、智

慧交通、共享汽车等第三方数据开

发与应用， 打造大数据平台上的

UBX

生态圈，这将成为车联网业务

重点。

得润电子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王少华向记者表示， 公司已先后与

太保集团、 凹凸租车等形成多样化

的深度合作模式， 现阶段公司市场

渠道重点在汽车后装市场， 接下来也

会拓展汽车前装市场，实现“租车保险

后装

+

车企前装

+

大数据挖掘”等多种

模式的全面布局。从客户储备来看，公

司已建立了从设备到整车、 从国内到

国际汽车品牌的客户平台， 将有助于

公司未来将车联网硬件推入汽车前装

市场。

去年

7

月公司与上汽投资达成战

略协议，在车联网、汽车电子及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进行投资。此外，公司公布

28.92

亿元定增项目，修订后的增发价

格为

33.06

元

/

股。 对于现阶段股价倒

挂，邱建民表示“对募投项目有信心”。

其中， 车联网平台建设项目 （

7.69

亿

元）是最大的募投对象，预计收益率将

达到

21.11%

。

此外， 电子连接器及线束产品依

旧是公司主营业务， 这些业务毛利率

目前有所下降。 邱建民表示，传统电子

行业起伏很正常， 原有精密制造业务

公司还在继续加强，特别在

Type-C

和

FPC

产品上，公司技术领先，先发优势

明显，也具有扎实的客户基础，未来收

入高增长值得期待。

科力远年产100万套

混动总成项目首期开工

证券时报记者 邢云

2

月

28

日，科力远（

600478

）年产

100

万

台套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总成产业

化项目首期工程在长沙正式开工。

公司预期项目的首期工程将于

2017

年

正式投产，

2018

年全面达产，首期建成后将

具备年产

30

万台套的生产能力。 科力远混

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CHS

公司”）将

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混合动力总

成系统供应商和国内一流关键零部件配套

企业。

目前， 该公司已建成混合动力先进变

速器、

BPS

动力电池能量包及其管理系统

的中试生产线， 形成了相应的零部件供应

体系，形成

1.5

万台套的批量生产能力。

公开资料显示，

CHS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是由科力远与吉利控股集团共同

投资组建，注册资本

6.59

亿元，公司总部、

研发试验中心和制造基地落户于长沙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据介绍，

CHS

公司成立

16

个月以来，由

公司首席科学家张彤博士领衔共计

200

余

人的研发团队， 成功开发了一整套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深度混合动力总成系

统。首款搭载该系统的吉利

MR7184HEV

混

合动力电动汽车百公里油耗

4.9L(NEDC

工

况

)

，整车排放达到国

V

标准。

2015

年

11

月， 科力远

CHS

汽车混合动

力系统通过了国家级的科技成果鉴定，鉴

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 该成果总体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2016

年

2

月

18

日，长安汽车（

000625

）和

云内动力（

000903

）拟与科力远一起，联手

向

CHS

公司增资

4.6

亿元。

目前，

CHS

公司与国内多家自主品牌

规模车企，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到

目前为止，实际评估的车型超过了

20

款，已

确定合作的有

9

个车企

10

款车型。

科力远董事长钟发平表示，

CHS

公司是

一个开放性的混合动力总成系统技术平台，

公司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吸纳整车和核心零

部件企业、共同构建全国性技术平台的战略

方针，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

多的整车企业和关键零部件企业加入或共

享

CHS

技术平台， 开展技术合作、 股权合

资， 共同构建一个全国性的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深度混合动力总成系统技术平台。

图 1：得润电子董事长邱建民

图 2：得润电子汽车连接器产品

图 3：得润电子车载充电机

阮润生/摄 吴比较/制图

昆仑万维：海外+五大主业板块 打造国际化互联网生态体系

作为中国最大的游戏开发、运营企业

之一，自2008年企业成立以来，昆仑万维

（股票代码：300418，以下简称 “公司” ）

以游戏业务为基础， 切入互联网金融领

域，不断加深国际市场影响力，以坚持不

懈的毅力和矢志不渝的动力发展着新模

式与新业务。2015年1月21日，昆仑万维在

深交所上市， 荣登中国游戏新年第一股，

开启资本市场新征程。

2016年， 昆仑万维瞄准国际市场，反

复深耕自身优势，进行战略延伸。以国际

化用户为基础，围绕工具软件、社交平台、

游戏、互联网金融、视频娱乐五大板块，打

造一个国际市场上的互联网生态。

联手奇虎360收购Opera

工具软件增加3.5亿MAU

猴年的农历新年，互联网圈被昆仑万

维联手奇虎360收购知名浏览器Opera的

消息炸开了天，此项收购价格高达12亿美

金，公司出资约合1.68亿美元。

公开资料显示，Opera成立于1995年，

是全球领先的浏览器和移动广告公司。

Opera浏览器是世界第四大浏览器， 从移

动端看排名第三，用户数已达3.5亿。Op-

eraMediaworks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广告

平台，合计已超过10亿全球受众，将为昆

仑的国际化生态链布局增添强势的移动

搜索用户入口。

此前， 昆仑高管与360合资成立摩比

神奇，切入工具软件领域，不到一年的时

间，摩比神奇 DAU达到1亿。在前期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昆仑万维意欲通过此次收

购Opera深入工具软件领域。此次整合，昆

仑万维将对Opera移动及PC端浏览器及

其他核心产品进行升级改造，通过打通双

方大数据系统提升用户体验，实现用户及

客户的交叉导入，并不断深入欧美及亚洲

市场。 另外，Opera先进的视频处理技术，

可协助昆仑在视频领域有新的突破。此次

昆仑万维与Opera强强联手， 有利于实现

互惠双赢。

谈到并购完成后昆仑万维对Opera的

管理，董事长周亚辉表示，公司未来将着

力于Opera移动端的增量市场及盈利模式

的改变。目前移动端的增量市场，集中于

印度、印尼、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主要是考

虑到移动端用户量远大于PC端。另外，移

动端将原来以搜索为主要广告来源的盈

利模式改成类似于今日头条的信息流模

式。PC端考虑加上类似hao123的导航站，

未来人均搜索量将大幅增加。

投资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

平台Grindr，打造1.5亿MAU

1月11日晚，昆仑万维公告称，拟以

9，300万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男性同性恋

社交网络Grindr� 60%的股权。Grindr成立

于2009年，总部在美国洛杉矶，在196个国

家拥有超过1，050万的注册用户，DUA超

过200万，主要用户来自美国、印度、英国、

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平均每日用户在

线时长超过Facebook， 达到54分钟以上。

Grindr主要通过广告服务、订阅服务及部

分API数据授权来实现盈利，目前其品牌

价值已经得到Uber、 Airbnb、 奥迪 、

Groupon、菲亚特、 Live� Nation�及 Dollar�

Shave� Club�等国际品牌的认可。

资料显示，全球LGBT人群超过4亿，

拥有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万亿元)的

消费市场，仅中国市场就达到了3000亿美

元，仅次于欧洲和美国。另外，同性恋不容

易得到社会认同， 渴望结识相应人群，与

之交流。

“从市场空间和用户粘性的角度考

虑，Grindr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Grindr盈

利能力较强， 将为公司带来利润丰厚，且

其与同类软件相比估值偏低， 价格便

宜。” 董事长周亚辉认为。

目前Grindr在美国同类型社交应用

的市场份额名列第一，2014年Grindr的收

入为3174万美元，净利润达到1374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9027万元)， 其66%的收入来

自于会员费。据预测2015年Grindr净利润

有望达到16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0500

万元)， 以此推算将为昆仑带来6300万元

净利润。

调查显示， 在国内同性交友APP中，

只有 Blued�获得了 B�轮融资，并进军国

际市场，目前Blued在国内市场估值是2亿

美金，Grindr估值是1.5亿美金， 但是考虑

到Grindr在ARPU值及活跃用户方面都高

于Blued，具有较高的价值。

此外，Grindr与公司其他业务具有较

好的协同效应，公司的海外互联网产品运

营经验将帮助 Grindr� 在业务方面进一

步扩展， 而Grindr� 积累的大量男性用户

的精确信息将有助于公司在游戏发行和

运营方面更具针对性。

另外,据公司介绍，预计2016年下半

年即将上线一款新大众社交项目，该项目

与Grindr合计为公司社交平台提供1.5亿

MAU。

IP经营及重点游戏发行

打造精品游戏策略

“游戏股”是外界给昆仑万维的标签。

的确，从公司2014年主营构成来看，手游、

网游和端游三大游戏业务占据公司营业收

入90%以上，特别是，手游在营收中占比超

过70%， 已逐渐成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

源，对公司的整体业绩有较大的影响。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整个手游行业

将逐渐进入稳定期，预计每年的增长率将

维持在20%～30%。为顺应游戏市场趋势，

昆仑万维在继续推进海外战略的基础上，

迅速调整未来游戏业务的发展方向，一方

面，加入IP战略，加大自研游戏占比，预计

将自研游戏比重从20%加大至50%； 另一

方面，加强重点精品游戏发行。

2016开年，公司就与大宇资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 ） 签署了《合

作协议》，以大宇 IP� 为中心的影视动画

游戏方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大宇成立于

1988�年， 是华人世界最早创立的游戏公

司之一，《仙剑奇侠传》 系列、《轩辕剑》

系列、《大富翁》 系列等耳熟能详的游戏

作品，均出自大宇之手，是华人游戏史上

无可替代的经典作品。

昆仑万维与大宇合作将围绕游戏开

发、IP�泛娱乐布局、游戏发行等三方面展

开：首先，大宇将授予昆仑游戏基于大宇

IP（含《仙剑》、《轩辕剑》及《大富翁》

系列，但不限于）的游戏开发权。 这有利

于公司加大自主游戏研发的进程，利用知

名 IP� 提升自营产品影响力。 据称，《轩

辕剑》的游戏开发将率先启动。

其次，昆仑万维在加大自主游戏研发

的进程的同时，拓展影视、动画业务，这是

公司迈入“影游联动” 的重要一步。大

宇在 IP�游戏改编成影视、动漫等泛娱乐

产业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仙剑奇侠

传》、《轩辕剑》 等游戏改编的同名电视

剧均获得极大的成功，将有助于提高其他

IP�开发合作的成功率。

再次，昆仑游戏获得大宇及其分子公

司开发游戏在中国大陆的发行优先权；并

合作开拓繁体及东南亚市场，加速国际化

进程。

2016年有不少自研游戏拟上线，包括

《艾尔战记》、《愤怒小鸟： 王牌战机》

（配合电影）、《偷星九月天》（配合动画

片、 电视剧）、《愤怒小鸟： 黄金宝藏》，

2017年拟上线的有 《轩辕剑： 汉之云》

（配合电视剧）、《脱骨香》（配合电视

剧）、《愤怒小鸟：部落战争》、代号S（全

球 题 材 SLG）、 代 号 A （全 球 题 材

MMORPG），值得投资者关注。

2月17日 ，昆仑万维与Supercell签订

《补充授权协议》，Supercell� 授权昆仑乐

享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 Supercell的

手机游戏 Clash� Royale（ 中文名： 部落

冲突：皇室战争） 的安卓版本。Supercell

自2014� 年与昆仑万维开展战略合作以

来， 对公司业绩具有较大提振作用。2016

年，除了《部落冲突：皇室战争》以外，拟

在俄罗斯、东南亚上线的《全民奇迹》 ，

在港澳台、东南亚市场上线的《仙剑》 、

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东南亚、韩国市场上

线的某顶级日漫改编手游等重点游戏，都

值得投资者关注。

互联网金融

2016年落地日韩

“互联网金融”这也是当下很火热的

一个话题，昆仑万维在自2015年上市以来，

在该领域动作颇多， 不断打造互联网金融

生态链。 公司参股投资包括趣分期（持股

23.85%）、 随手记 (持股8.25%)、Lendinvest�

(持股20%)、银客（持股20%）及洋钱罐(持股

20%)等，再加上定增融资25亿自建海淘金、

海外互联网金融以及游戏互动三大平台，

总投资额度高达30亿元以上。

据了解，随手记作为国内最大的记账

平台，占据个人理财重要入口，是公司国

内用户端入口，预计新一轮估值将过10亿

美金。除了国内用户端，公司金融资产端

也布局不少，趣分期是目前最受资本市场

认可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成立于2014年4

月，是国内领先的面向大学生提供分期消

费的金融服务平台，覆盖了全国近3000万

大学生用户。Lendinvest及银客网分别是

欧洲和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借贷平台。洋钱

罐致力于打造全球资产配置平台,为国内

投资者提供私人银行定制服务,截至2016

年2月21日，上线仅3个月的洋钱罐累计投

资额超过10亿元， 仅2月份半个月时间就

完成5亿元投资额，呈现几何增长态势，这

意味着公司面向全球跨境市场的互联网

金融布局将日趋完善,未来发展空间值得

投资者期待。

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领域已处于发

展中期，而日韩尚处于起步阶段，类似于

3年前的中国，会有很多机会。公司表示，

2016年将在韩国、 日本两地启动昆仑万

维控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方向是理财

和债权业务，预计进入当地前5名。另外，

国内的投资方面，不考虑国家牌照风险，

看好互联网保险和券商方向， 跳出当下

互联网金融框架，放眼海外市场，公司将

走得更远。

借助映客直播

深入视频娱乐

1月6日，昆仑万维投资 6800万元，认

购蜜莱坞旗下的手机社交应用 “映客” ，

取得18%股权，布局社交视频直播领域。映

客于2015年6月份上线， 目前在国内手机

视频社交领域排名第一，与微信、微博、陌

陌等一起名列苹果应用商店十大社交网

络应用，定位于美食、美妆、旅游等时尚类

的生活直播，用户群体以女性为主。上线

半年累积注册用户逾300万，活跃主播达6

万名以上。 产品累计下载量约1000万，日

活跃用户50万，平均在线时长约为4小时。

据介绍， 映客用户只需打开应用，就

可一键直播，拍摄时长不受限制，还支持

在线人物美颜，实现高清画质传递。映客

这种长视频、实时化的直播特点，区别于

前期比较火热的短视频，如小咖秀，秒拍

等；同时相对估值偏低，以秒拍为例，目前

估值大约为7~10亿美金；此外，考虑到目

前直播处于下一个风口，有较大的估值提

升空间，据称，映客仅在昆仑介入后业务

增长就高达50倍。

其实早在2010年，公司就通过RC语音

开始进入PC端的视频软件领域，2013年的

时候，RC语音以6000万美金卖给畅游。未

来，除映客外，公司在国内还投了广州的一

个团队， 目前在东南亚也有150万DAU，此

外，投资的专注与汽车领域的E保养及生鲜

领域的一米鲜都值得投资者关注。

此外，在2月28日晚间，昆仑万维公布

了2015年业绩快报，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05亿元，同比增长24.14%；

实现营业收入17.89亿元，略微下滑，这主

要是公司在控制出品、延后重头产品上线

的同时，加大成本端的投入，包括研发投

入、运营分成、互联网金融内部体系搭建

等所致。昆仑万维在经历了2015年业务调

整之后，2016年开年就确定了新的战略方

向，未来业绩有望呈现爆发式增长。

(苏夏）（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