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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卫新

莱绅通灵“内斗”事件有了新进展。
7月30日晚，莱绅通灵对外披露称，公司
实控人沈东军收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准予马峭与沈东
军离婚。判决书同时裁定，沈东军持有
的南京传世美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3002%的股权及莱绅通灵31.16%的
股权，由马峭、沈东军对半分割。

针对上述一审判决结果，沈东军
在公告中明确表示，会依法提起上
诉。7月30日晚，《证券日报》记者向沈
东军发送了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
沈东军仍未作出相关回复。

当晚，马峭方面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沈东军目前还
没有提起上诉，所以还不知道内容。
如果进行到二审，我的诉求还是维持
一审判决，不会变的。”

截至2021年7月30日，莱绅通灵的
股价报收7.06元/股。据此计算，沈东
军所持上市公司31.16%股权对应的市
值为7.49亿元。加上传世美璟所持上
市公司的部分股权，这场离婚诉讼涉
及的“分手费”已超过3.8亿元。

实名举报“大舅子”夫妇
意外牵出离婚案

2020年12月29日晚，莱绅通灵发布
公告称，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收到南
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经侦大队通知，
已正式受理公司举报的关于董事马峻、
董事蔄毅泽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于是，
一场家族“内斗”正式拉开帷幕。

随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东军
更是亲自下场，举报“大舅子”夫妇。
2021年1月8日，沈东军召开媒体发布
会，向记者亮出微信对话及银行流水
等材料，公开控诉公司董事马峻、董事
蔄毅泽涉嫌职务侵占。

拔出萝卜带出泥。“举报门”发生
后，涉事方马峻在接受《证券日报》等媒
体采访时爆料称，早在2019年11月20
日，其妹妹马峭就起诉与沈东军离婚，
要求对财产进行分割。自此，莱绅通灵

实控人涉及离婚诉讼一事被意外曝光。
就离婚财产分割问题，马峻方面此

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曾透
露，“马峭的最大限度是财产对半分，所
持上市公司股权也按50%的比例来分。”

依据一审判决结果，沈东军持有
的南京传世美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3002%的股权，将由马峭、沈东军各
分得18.6501%；沈东军持有的莱绅通
灵31.16%的股权，将由马峭、沈东军各
分得15.58%。一审判决的股权分割比
例，与马峭的诉讼请求一致。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离婚诉
讼案的审理很不容易，从2019年12月
16日立案，到2021年7月29日一审判
决，这场离婚诉讼案已历时591天。”

控制权岌岌可危
律师称半年内有望见分晓

这并非一起寻常的离婚诉讼案，

诉讼结果将涉及沈东军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今年4月份，在沈东军通过召开
媒体发布会及微博实名举报等方式
控诉马峻夫妇涉嫌职务侵占后，马峻
夫妇决心与搭档22年的妹夫划清界
限，于当月解除了与沈东军的一致行
动关系。

从股权关系来看，沈东军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1.06亿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1.16%；公司董事马峻、蔄毅泽夫妇合
计持有公司1.04亿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0.69%。二者持股比例非常接近，沈
东军的持股比例仅具有0.47%的微弱
优势。

依据一审判决结果，马峭将分得
上市公司15.58%的股权，马峻、蔄毅
泽、马峭作为一致行动人所持的上市
公司股权将达46.27%，沈东军所持上
市公司的股权不足16%，控制权面临变
更的风险。

不过，截至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
效。依据公告表述：“沈东军提起上诉
后，若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则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由沈东军变更为马峻
（及其一致行动人蔄毅泽、马峭）；若法
院二审判决不对沈东军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进行分割，则公司实际控制人
将不发生变更，仍为沈东军。”

“二审判决有三种可能：一是维持
原判；二是由于一些事实没查清楚或
者有误，可能会直接改判；三是发回重
审。二审的审判期限是三个月，基本
上在半年内可见分晓。”上海明伦律师
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谈及莱绅通灵当下所面临的控制
权变更风险，王智斌在采访中建议，

“实际控制人变更，会对上市公司运营
策略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投资
者在考察公司投资价值时，也需要考
虑到这一因素。”

“分手费”高达3.8亿元
莱绅通灵实控人控制权岌岌可危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张晓玉

7月31日，立中集团发布公告称，
公司拟投资 12亿元建设新能源锂电
新材料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
项目建设期为2021年11月至2023年
3月；二期项目建设期为 2023年 4月
至2024年8月。

对于建设该项目的初衷，立中集
团表示，作为功能中间合金新材料行
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制造的铝基
功能中间合金产品，尤其是高端晶粒
细化剂、金属净化类、熔剂等产品，每
年对氟硼酸钾、氟钛酸钾、氟锆酸钾
以及氟硅酸钾等氟化盐原料的需求
量较大。为了保证关键原料的质量
和供应保障，公司将进一步向上下游
产业链延伸发展。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
胡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市场运行情况来看，锂电池装机量远
超预期，导致磷酸锂供不应求，价格
不断上涨。从中长期来看，新能源汽
车替代传统汽车是大势所趋，锂电池
的装机量会持续增加，对磷酸锂的需
求是持续性的。公司投资锂电新材
料项目，一方面，可发挥自身在新材
料产业长期经营形成的技术和管理
优势，让现有产品线获得无机氟化盐
产品原料的稳定供应；另一方面，项
目产出的磷酸锂又是前景较好的锂
电池上游紧缺原料，既加强了现有产
业的供应链保障能力，又拓展了新能
源产业。”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发
展新能源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实现
碳中和，不管是储能领域，还是电动
汽车方面，都离不开对锂电池的需
求。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已在我国
实现“双碳”目标的国家战略中站到
了C位。

当前，锂电池主要应用于三大领
域：消费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
其中，动力电池被称为电动汽车的

“心脏”，位居电动车核心技术之首。
伴随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火爆，对

动力电池的需求量也爆发式增长。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上半
年，中国动力电池的装车量分别为
63.6GWh和 52.5GWh，同比增幅分别
达到2.3%和200.3%。

一方面，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加，
带动了锂电池销量的持续上涨；另
一方面，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胺
锂等新能源锂电池材料的市场需求
量也快速增长，其销售价格也持续
上涨。

针对这一现状，立中集团表示，
此次投资项目生产的六氟磷酸锂、双
氟磺酰亚胺锂产品，能够缓解新能源
汽车客户锂电池材料的供应短缺问
题。同时，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
胺锂等产品产生的副产品水氢氟酸，
通过中和置换后能够合成功能中间
合金的关键原料无机氟化盐产品，能
够有效保障公司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以及关键原料的供应。

目前，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
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多层次、多
类型、多元化发展阶段，愈发细分的
市场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差异化需
求，动力电池的技术也进入多元化
发展路线。

立中集团介绍称，此次项目将
进一步推动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材料方面的市场布局，丰富公司
在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领域的产品种
类。随着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
深入研究和探索，钠离子电池有望
成为储能电池、动力电池新的发展
方向。公司拟投资建设的氟化钠
（电子级）产能，将作为钠离子电池
材料的技术储备，实现公司多元化
产业布局。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锂电池新材
料是当前市场发展热点，钠离子电池
有望成为储能电池、动力电池新的发
展方向。锂电池新材料市场需求较
大，该项目有助于扩大公司在新能源
市场的布局，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
但锂电池新材料是个新兴领域，未来
发展仍需面临较大挑战。”

拟投资12亿元建设锂电新材料项目
立中集团延伸上下游产业链

本报记者 桂小笋

“政策有这么大变化，还是转行
吧。”提及近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有
教育从业人员在与《证券日报》记者交
流时表示。

旗下有教育业务的上市公司也受
到投资者的关注。截至目前，沪深股市
共有 13家拥有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发
布了公告，对可能出现的影响进行了解
释和说明。

“对于 K9 教育领域，从供给端来
讲，培训机构的数量会锐减，大型机构
的营收规模也会出现明显萎缩，培训行
业的‘大跃进’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从
需求端来讲，短期培训的需求很难明显
被抑制，个人工作室、家教培训、游击培

训等模式会卷土重来，这也为监管带来
不小挑战。”爱培优联合创始人李立勋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

13家公司公告“双减”影响

因教育题材在资本市场的火热表
现，此前曾有不少上市公司高调进入相
关领域。在“双减”意见发布后，A股市
场拥有教育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纷纷
发布公告，对投资者关心的事项进行解
释。截至目前，两市已有13家公司发布
了相关公告。

大部分上市公司称，政策的变化对
公司的业务影响不大。其中，美吉姆在
7月28日发布公告称，公司业务中的留
学语言培训，涉及K12年龄阶段的校外
培训业务。青少年留学服务相关业务
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在上市公司相
关数据的占比较小，业务波动不会对公

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三盛教育
表示，公司未开展K12学科类校外培训
业务，本次“双减”意见对公司主营业务
不存在直接重大不利影响。不过，也有
部分上市公司的业务正好踩在“雷区”，
在公告中称“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有教育从业者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最担心的是资金问题。“很多企业
是预付费的，如果出现大规模退费现
象，企业的资金链是扛不住的。”

从业者转型可考虑四个层面

在“双减”意见出台后，很多从业者
开始考虑转型。

一位从业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这几天业内都在说这件事。我已
打算转行了，去年受疫情影响，线下培
训班就一直在亏损，支撑到今年已经很
勉强了。”

对于转型，李立勋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建议从业者从四个层
面进行考虑：“如果坚持做义务教育的
培训，要专注于做小而美，告别资本、扩
张幻想，坚持做内容和口碑；改变商业
模式，与公立学校形成有益补充，例如，
做公立学校课后服务采买的供应商，做
好行业微利的心理准备；延伸到中小学
素质教育领域，需要做出产品特色、提
供价值服务；转型到职业教育、成人教
育领域，但与中小学教育业务模型差别
较大，迁移成本较高。”

业内也曾担心，如果大量教育企业
向职业教育转型，会否对该领域造成冲
击。李立勋认为，职业教育培训并不会
因为“双减”意见的出台而造成资本拥
挤，这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而
且，义务教育的一些监管思路，如资金
监管、资质监管、营销监管等，同样适用
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

“双减”政策下有教育从业者称打算转行
专家建议从四方面考虑

本报记者 肖 伟

湖南多地进入中风险地区以来，湖
南上市公司积极行动，从疫情防控、游
客疏导、物资储备、生活保障等方面支
持湖南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张家
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张家界”）关闭旗下景区景点观光线
路，做好防疫工作，帮助疏导旅客；千金
药业、益丰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连
锁药店防疫物资齐全且价格平稳；步步
高等大型商超生活物资储备充足；山河
智能的口罩机生产线已准备就绪，公
司表示“随时等候国家召唤”。

疫情突袭
旅游业按下暂停键

7月中旬，张家界市公布的旅游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接待旅游总人数
3104.38万人次，逼近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但出人意料的是，疫情突然来
了。7 月 30 日，上市公司张家界迅速
按下旅游暂停键，全面关停旗下所有
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受疫情影响的

旅游团队进行退团退费，并成立专班跟
进处理。公司董秘金鑫介绍：“我们全力
配合张家界市开展防疫工作，对滞留在
当地的754个团队1.19万名游客进行了
妥善安置，并提供24小时服务。除了检
查健康码及行程码、测量体温、有序疏
导、就地隔离等措施之外，还有序组织游
客完成多轮次核酸检测。当前，各地游
客对我们的措施给予理解和支持，让我
们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山水有相逢，
来日皆可期，我们期待下一次与八方游
客再相逢。”

张家界还在线上开展景区直播，
让未能如愿以偿的游客们“云端旅
游”。许多游客在网上留言，为张家
界加油打气：“张家界，这个夏天欠你
的旅游，以后补给你，你要坚强啊！”

“下次旅游攻略，张家界排第一！”
除张家界外，湖南多地景区、景点、

公共活动场所也陆续关闭，以防范疫情
扩散，群众聚会及相关活动均取消或延
期。7 月 28 日，芒果 TV 发布消息称：

“2021青春芒果节因不可抗力因素，考
虑广大用户的健康与安全，决定延期举
办，具体时间待定。目前已经获得门票

的用户将继续有效。”

助力抗疫
上市公司在行动

面对疫情大考，湖南上市公司加大
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的储备和供应，保
障人民群众的防疫所需和日常生活。

《证券日报》记者随机走访了千金药
业、益丰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养天和
大药房等多家连锁药店，发现消毒水、医
用酒精、口罩、一次性手套、额温枪、棉签
等防疫物资充足，价格未有波动。

千金药业董秘朱溧介绍相关情况
称：“公司董事长江端预已经牵头成立
应急工作小组，前往各个药店检查防疫
措施、库存物资、产品价格等关键事
项。江总要求店员在做好防疫工作的
同时，积极为顾客和病患着想，提供力
所能及的产品和服务。千金药业旗下
的药厂也按照相关要求，提前准备好若
干批次的防疫物资。我们的宗旨是，宁
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证券日报》记者还走访了步步高、
友阿百货、大润发、通程百货等多家商

超，发现蔬菜瓜果、肉蛋禽奶等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在现场选购商品的消费
者，均按照商超管理者要求，佩戴口罩
并用消毒液洗手。

步步高董秘师茜介绍称：“步步高
已经增加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方便食
品等生活必需品及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备货量。公司准备了 3倍货源，从
源头上保证货源充足。公司旗下所有
门店都坚持物价稳定，保证在疫情期间
不发生哄抬物价的行为。”

7月31日，湖南省长沙、益阳、张家
界、株洲等四市陆续开展核酸检测取
样工作。由于疫情突袭，各类防疫物
资需求激增，湖南省多家医疗产品生
产企业积极组织人力物力，生产医用
口罩、隔离服等防护产品，助力疫情防
控。生物监测龙头企业圣湘生物紧锣
密鼓加大生产，保障核酸检测所需用
料。去年成功研发生产自动化口罩机
的山河智能，也做好了设备调试、人员
配备、物料采购等准备工作。山河智
能董秘王剑表示：“国家需要什么，山
河智能就应该生产什么。我们已经做
好了准备，等待国家随时召唤。”

应对疫情张家界按下旅游暂停键
药企及商超确保物资充沛

本报记者 许 洁 实习生 梁傲男

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消费市场主
力军，无添加、0糖 0卡 0脂肪等健康
属性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7月底，
主打“0添加”的高端酸奶品牌简爱宣
布推出纯净裸鲜牛奶，正式进军鲜奶
领域。

“鲜奶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品类，
规模持续扩大，未来发展趋势向好显
而易见。简爱在此时推出鲜奶产品，
是必然的选择。”上海睿农咨询高级
合伙人赵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乳业分析师宋亮对《证券日报》
记者分析称，简爱推出鲜奶产品，是
为了在低温奶竞争中寻找新的差异
性，表现出自有品牌的高品质定位，
从而满足高端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

高端鲜奶队伍扩容

简爱隶属于广州市朴诚乳业有
限公司，在 2015 年创立伊始便提出

“生牛乳、糖、乳酸菌，其他没了”的产
品理念。

宋亮表示，在发展之初，简爱就
定位为“中国的高端细分酸奶”，目标
群体是经济条件较好、对食品安全要
求较高、追求品牌时尚属性的消费
者。通过这样的细分和精准定位，该
品牌赢得了市场认可，并在细分领域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2020年 4月份，简爱获得由经纬
中国领投的4亿元A轮融资。2021年
3月份，简爱完成总计8亿元的B轮融
资，除了红杉中国首次参与之外，云
锋基金等老股东也继续加码。从
2015年 5月份第一批酸奶产品上市，
到完成两轮共12亿元的融资，简爱只
用了6年。

简爱在公众号发布《历时 300多
天，干掉 5个产品经理的鲜奶终于来
了！》一文称，简爱裸鲜奶选用100%生
牛乳，采用 75℃巴氏杀菌工艺，富含
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营养物质。

在赵恒看来，简爱进入鲜奶品
类，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品牌价值。通
过近几年的持续推广，简爱已在消费
者心中树立了“0添加”高端乳品的品
牌形象。

无独有偶，卡士（CLASSYKISS）
也于近期在公众号发文宣布推出鲜
牛奶。文中称，卡士鲜奶产自荷兰纯
种荷斯坦奶牛，奶源来自陕西“GAP

一级牧场”华山牧场，每100ml新品含
3.8g优质乳蛋白，同时含有 120mg活
性乳钙。

在大力宣传自身优质奶源、营
养物质及制作工艺的同时，简爱、卡
士在价格上依然同样走高端路线，
卡士更是自称“酸奶中的爱马仕”。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永旺到家
销售的 250ml 卡士鲜奶售价为 11.9
元 ；在 微 信 官 方 商 城 销 售 的 6 瓶
250ml简爱裸鲜牛奶售价为 59.4元，
平均每瓶 9.9元。

目前，简爱鲜奶仅覆盖广州、上
海、长沙、武汉四个发货大仓，配送范
围限于上海、湖南、浙江、江苏等省份
的部分城市，且在线上销售。卡士鲜
奶仅在广东部分地区的永旺超市销
售，线上渠道或将于近期开始售卖。

简爱方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简爱鲜奶目前还在试
销阶段，产品、渠道等都在不断迭代
中。”

鲜奶赛道竞争激烈

《2021中国奶业质量报告》显示，
2020年全国奶类产量3530万吨，同比
增长 7%。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
在中国奶业大会上表示，2020年我国
乳品人均消费量 38.3公斤，相较 2015
年增长20%，低温鲜奶、奶酪等消费增
速尤其明显，低温鲜奶市场目前正在
快速打开。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主要乳企
在争相布局鲜奶市场。其中，蒙牛推
出“现代牧场”“每日鲜语”，君乐宝推
出“悦鲜活”，光明推出“优倍”“新鲜
牧场”，伊利推出“金典”等等。随着
乳业巨头试图通过低温鲜奶“新战
场”，争夺更多市场份额，鲜奶市场的
竞争将愈加激烈。

“乳企发力低温赛道并不是坏
事，无论是对新品牌还是中小品牌来
说，大企业发力的赛道，意味着市场
规模足够大。”赵恒表示，新品牌和中
小品牌的机会，在于如何在大赛道中
找到自身差异化的品牌价值。

对于低温赛道的发展前景，宋亮
分析称，低温巴氏奶在最近半年呈现
增速放缓趋势，并在个别月份呈现下
降趋势，整个低温领域都在今年遭遇
了巨大挑战。由于消费需求转弱及
传统品类同质化严重，简爱、卡士等
品牌在未来低温赛道的竞争中将面
临极大挑战。

低温鲜奶市场不断升温
简爱和卡士要切高端“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