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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大战奥克斯犹酣 主管机构介入调查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距离“
618”网购节不足一周，格
力、奥克斯的“
对战”依然热烈。 昨
日，双方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此前的 6 月 10 日， 格力电器公
开实名举报奥克斯，直指其存在质量
问题，此举引发奥克斯一系列回击。

频繁隔空对战
6 月 12 日，奥克斯空调官微发
布对于格力提出能效质疑的声明
称，根据《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所有产品出厂前， 企业需通过能效
标识管理中心备案的自有实验室或
委托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第三方检
验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认定。
提交检测报告等能效备案材料到能
效标识管理中心， 能效标识管理中
心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后在中国能效标识网公告，
并生产备案证明。
奥克斯空调表示， 公司所有出
厂产品均经过 “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
限公司奥克斯空调测试中心”（
通过
能效标识管理中心备案， 并获得
CNAS 认可，具备检测资质）监测，
并提交监测报告等材料到能效标识
管理中心备案。同时，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每
年都会对市场在售产品做质量监督
随机抽查， 自 2016 年-2019 年，奥
克斯空调被随机抽检累积 29 次，涉
及 19 个产品（
有重复抽检），所有抽
检产品 100%合格。 其中涉及本次
友商“
举报”型号产品 1 个（
KFR25GW/NFW+3）。
奥克斯进一步称， 由于此次事
件引发较大社会关注， 为消除广大
消费者疑虑，澄清事实，已提请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委派权威检测机构对
奥克斯产品进行监督检测， 检测报
告出具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同时， 奥克斯空调官微还贴出
了被“
举报”的 8 个产品的能效标识

备案证明及抽检检验报告。
对此， 格力电器官方微博在几
个小时后迅速回应指出， 公司将继
续通过各类渠道不限量购买奥克斯
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相关空调
产品，并通过自有实验室、委托第三
方权威检测机构和免费提供给任何
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欢迎社会
各界监督见证。

光威复材二股东
拟清仓减持19%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光威复材（
300699）6 月 12 日晚间公告，第二
大股东北京中信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下称“
中信
合伙”）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
减 持 9957.26 万 股 ， 约 占 光 威 复 材 总 股 本 的
19.21%，相当于清仓式减持。减持原因是合伙人资
金需求。
资料显示，中信合伙的合伙人阵容豪华，包含
中国人寿、全国社保基金、日照钢铁控股集团、北京
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国华人寿、新华人寿等，其
执行事务合伙人经穿透后受中信产业基金控制。
据了解，中信合伙是在光威复材上市前入股。
光威复材 2017 年上市时， 中信合伙持有 25.05%
股份。去年光威复材上市满一年，中信合伙所持股
份刚解禁，随即抛出减持计划，并在 2018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间减持了 2208 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84%。 减持后，中信合伙所
持股份比例降至 19.21%，也就是此次拟减持的全
部股份。
几年前与中信合伙一起入股光威复材的还有
苏州威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
威和投资”）等
5 家机构，该合伙企业去年也发出清仓减持公告。
与股东大比例减持形成对比的是，光威复材近
两年业绩较为亮丽。 公司 2018 年全年及 2019 年一
季度净利润分别为 3.77 亿元、1.58 亿元， 分别同比
增长 59%、83%。 今年 3 月 19 日，光威复材还称，子
公司威海拓展签订了两个合同总金额为 9.27 亿元
的大订单，约占光威复材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70%。

主管机构已介入
格力、奥克斯对战，引来了包括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宁波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电子产品监
督检验所、 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机构
多方关注。
在 6 月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即
针对格力的举报深夜回应表示高度
关注， 已于当日下午通知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快进行
调查核实。 11 日，中消协官网也显
示， 此事涉及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
益，中消协对此高度关注。
对于本次格力公开举报奥克斯
质量问题事件，市场多有声音认为与
即将到来的“
618”网上购物节有关。
近年来奥克斯依靠价格优势，
在线上渠道发展迅速。有数据统计，
同等标注能效下， 格力空调需要
4399 元，美的需要 3499 元，而奥克
斯只要 2499 元。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在 2018 年“
双十一”期间，奥克斯以
分钟销量过亿的成绩，
成为天猫
3
“
双十一”期间唯一一个进入“
亿元
俱乐部”的家电品牌。
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18 年中
国空调电商市场零售份额中， 奥克
斯排名第一， 零售额占比 26.02%，
而美的零售额占比为 23.37%，格力
零售额占比为 22.12%。
昨日，格力电器下跌 2.17%，奥
克斯空调关联方奥克斯国际
（
02080.HK）下跌 10.81%，盘中一度
跌近 20%。

浙江龙盛延期回复年报问询
北上资金大幅抛售砸跌停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东方IC/供图 彭春霞/制图

恺英网络实控人被正式批捕 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6 月 12 日 晚 ， 恺 英 网 络
（
002517）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
实控人王悦的《
通知函》，王悦因涉
嫌操纵证券市场罪， 经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批准， 已被上海市公安局正
式逮捕。

所持股份悉数质押
成立于 2008 年的恺英网络，
起初由冯显超、 钱华二人出资成
立，此后钱华将股份全部转让给王
悦、冯显超，自此王悦正式成为公
司实控人。
据悉， 恺英网络原本只是做小
游戏，但是通过腾讯朋友网的导流，

其研发的游戏获得海量的注册用
户，游戏流水实现爆发式增长。2015
年，恺英网络作价 63 亿元，借壳 A
股公司泰亚股份登陆资本市场。
成功借壳的恺英网络， 使得王
悦迎来了的人生巅峰。2016 年，王悦
以 66 亿元的身家入选“
2016 胡润全
球富豪榜”，成为“
80 后”新富豪。
从 2018 年起，王悦逐渐卸任总
经理、 董事长之位，2019 年 3 月 25
日又辞任公司董事职务。 今年 3 月
底，恺英网络公告，王悦失联。5 月 6
日，公司收到王悦家属送交的《
告知
函》，其家属称近日收到上海市公安
局的《
拘留通知书》，王悦因涉嫌操
纵证券市场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
拘留。
公告显示，截至目前，王悦直接

持有恺英网络股票 4.62 亿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1.44%。 王悦质押了
其持有的全部恺英网络股份。
针对王悦被逮捕对公司的影
响，恺英网络称，目前王悦已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王悦被批准逮捕
事项未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影响，
公司运行情况平稳， 公司管理层将
加强公司管理， 确保公司经营的持
续稳定运行。

麻烦缠身
在王悦遭正式逮捕之时， 他的
另外两位同事同样前途未卜。
今年 4 月 23 日，恺英网络发布
公告披露， 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冯显
超家属的通知， 冯显超因涉嫌个人

经济犯罪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5
月 19 日公告显示，公司董事、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陈永聪因涉嫌操纵证
券市场罪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恺英网络 5 月 28 日发布公告
称，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对
公司办公场所进行了搜查， 并出具
了《
扣押决定书》。根据扣押决定书，
上海市公安局在侦查操纵证券市场
案件中， 发现公司持有的部分财物
和文件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或者无罪， 决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上海恺英与上海悦腾的部分财务
凭证、 一台办公电脑及部分内部控
制文件进行扣押。
6 月 5 日， 恺英网络收到监事
林彬递交的辞职函。在此之前，今年
公司高管离职的还有财务总监盛李

原，独立董事李立伟、叶建芳、任佳
和田文凯，以及董秘李硕等。
除了管理层动荡， 恺英网络还
面临着多项诉讼。
从公司公告来看，公司目前运营
的多款游戏牵涉重大争议，深陷多起
国际、国内仲裁。 除了涉嫌侵害腾讯
公司游戏著作权，《
阿拉德之怒》被禁
外，恺英网络子公司浙江欢游与韩国
娱美德协议履行争议， 一旦败诉，将
面临将近 15 亿元的索赔额。
另外，恺英网络 2018 年收购浙
江九翎， 也与韩国传奇 IP 存在争
议。 更为关键的是，公司主要运营
的游戏项目《
蓝月传奇》，所涉授权
在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已 经 解 除 ，
未来能否继续运营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奥普光电拟收购光华微电子 深交所关注估值合理性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奥普光电 (002338)6 月 3 日晚
公告，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向光机所、长光财兴等购
买其合计持有的光华微电子 100%
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1.6 亿元。
6 月 12 日，深交所向奥普光电
下发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要求公司
就此次收购标的估值合理性和公允
性做出解释。

收购标的
估值是否合理？
据悉，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的

交易价格为 3.91 亿元， 增值率为
185.76%。 其中，奥普光电拟以发行
股份支付的对价金额为 2.74 亿元，
占本次交易对价总金额的 70%；以
现金支付的对价金额为 1.17 亿元，
占本次交易对价总金额的 30%。
深交所要求奥普光电结合光
华微电子当前经营情况、 在手订
单、未来业绩持续增长能力、同行
业公司盈利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光华微电子历年增资时的估值
情况等因素，详细说明本次交易收
益法下参数预测及估值结果的合
理性和公允性。
截至去年底， 光华微电子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及 2018 年度的营业
收入分别为 2.23 亿元、1.36 亿元和
1.30 亿元。 补偿义务人对本次交易

的利润承诺期间为 2019-2021 年，
光华微电子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
3900 万元、4900 万元。
对此， 深交所要求奥普光电进
一步说明确定承诺金额的详细过
程， 并结合光华微电子业务开展情
况说明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的预测
依据和合理性。
此外， 业绩承诺安排是否充
分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情
况， 以及相关募投项目收入对业
绩承诺的影响等，也是深交所关注
的问题。

股份代持受关注
奥普光电公告显示， 光华微电

子自 2016 年以来， 进行了一次增
资、一次股权转让。其中，在 2019 年
3 月的股权转让中， 出于代持股东
还原考虑，田兴志、汤建华代持的全
部光华微电子股权， 均无偿转让给
其所代持对象设立的持股平台华盈
科技及华聚科技；12 名光机所员工
通过何惠阳代持的光华微电子股
权， 也全部转让给光华微电子在职
员工设立的持股平台华盈科技及华
聚科技。
深交所要求奥普光电说明，
2019 年 3 月股权转让后，持股平台
人员名单与原被代持的人员名单
是否一致，每个被代持人实际持有
的光华微电子股份比例与解除代
持后实际持有的光华微电子比例
是否一致。

另外，根据奥普光电公告，2019
年 3 月股权转让价格是转、 受让方
在综合考虑光华微电子过往业绩、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账面值及所在行业未来发展等综合
因素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确定的。 该
次转让价格较前次增资时 5.1 元/单
位出资额的估值有所增加， 主要基
于此期间光华微电子发展持续向
好， 经营业绩有所提升等因素。 为
此， 深交所要求补充说明定价的依
据和合理性。
除此之外，代持原因、被代持人
是否真实出资、 是否存在因被代持
人身份不合法而不能直接持股的情
况，代持情况是否已全部披露、代持
关系解除是否彻底等， 在深交所的
问询函当中均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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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响水爆炸事件引发染料中间体涨价预
期，一度让浙江龙盛(600352)股价强势上涨。 从 3
月 21 日股价启动到 4 月 10 日创下历史新高，区
间涨幅达 116%。此后，浙江龙盛股价便节节下滑，
昨日更是以跌停价报收。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沪股通专用席位和机
构成为抛售主力。 其中北上资金通过沪股通席位
买入 9625 万元的同时大幅卖出 3.46 亿元， 净卖
出 2.5 亿元，还有一个机构席位卖出 1.16 亿元。

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
浙江龙盛 6 月 11 日公告称， 公司在 5 月 31
日收到上交所关于对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 要求说明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增长
的原因，并做同行业对比；说明公司相关产品毛利
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等。
浙江龙盛表示，公司收到《
问询函》后，积极组
织相关各方对《
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梳
理，鉴于《
问询函》中涉及事项较多，部分事项需要
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并且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为确保回复准确完整，将延期回复《
问询函》。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
之前完成对《
问询函》的回复并及时披露。
浙江龙盛是国内最大的间苯二胺生产企业，
主营业务为以染料、 助剂为主的纺织用化学品业
务和以间苯二胺、间苯二酚为主的中间体业务。
作为全球大型特殊化学品生产商和行业龙
头企业， 浙江龙盛在全球拥有年产 30 万吨染料
产能和年产约 10 万吨助剂产能， 在全球市场中
列居首位。

年报八处疑问待解
浙江龙盛 2018 年度业绩优异，去年公司营业
收入和利润实现双突破，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实现
营业总收入 190.76 亿元，同比增长 26.32%；净利
润 41.11 亿元，同比增长 66.2%。
5 月 31 日，浙江龙盛收到上交所的年报问询
函，针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提出八个疑问。
今年 3 月江苏响水爆炸事件中， 涉事企业江
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是国内三大间苯二胺生产
企业之一，其他两家分别为浙江龙盛和四川红光。
市场预计染料中间体间苯二胺涨价， 进而让浙江
龙盛走出一波强势上涨行情。
2018 年报显示， 公司染料毛利率为 47.83%，
同比增长 8.93%；中间体毛利率为 62.71%，同比
增长 16.76%。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相关产品毛利
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结合
市场整体及中间体售价波动情况， 说明中间体毛
利率大幅增长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
此外， 上交所还提出公司在存货及其跌价准
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减值、投资性房地产、
非经常性损益、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等方面存在问
题，要求公司作出相应说明和补充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