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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洁

6月14日上午，同城物流平台快狗打车公布
了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计划。快狗打车
此次计划发售合计3120万股股份（视超额配售
权行使与否而定），并将于6月24日在香港联交
所主板上市交易。其中，2808万股作为国际发
售超额配售权行使（可予重新分配及视超额配
股权行使与否而定），余下312万股作为香港公
开发售（可予重新分配）。发售价为每股21.50港
元，假设超额配售权未获行使，经扣除估计包销
佣金、手续费及费用后，预计全球发售所得款项
净额约为5.673亿港元。

记者获悉，快狗打车已与奇瑞商用车（安
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商用”）及广发全
球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资本”）订立基
石投资协议。奇瑞商用及广发资本已同意在若
干条件的规定下，按发售价认购或促使其指定
实体认购总金额约6350万美元可购买的发售股
份数目。其中，奇瑞商用认购5000万美元，广发
资本认购1350万美元。

对此，公司一位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基石投资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形
象，说明机构投资者对快狗打车的业务及发展
前景充满信心。”

业务拟扩展至100个地级市

招股书显示，快狗打车业务覆盖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印度等五个亚洲国家
及地区共340多个城市。公司拥有并经营两个
品牌：一个是在中国内地运营的快狗打车，是一
个拉货的打车平台；另一个是在亚洲其他国家
和地区运营的GOGOX，主营业务包括平台服务、
企业服务及增值服务。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快狗打车此次募集资
金将用于以下几个方面：40%用于扩大公司的
用户基础及增加品牌知名度；20%用于开发新
服务及产品，以增强公司变现能力；20%用于
在海外市场寻求战略联盟、投资及收购，这与
公司的业务互补，且与公司发展战略一致；
10%用于提升技术能力、增强研发能力，包括
用于升级讯息及技术系统以及从第三方服务
供货商采购先进技术；10%用于营运资金及一
般公司用途。

虽然快狗打车归母净利润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但2018年至2021年的收入分别为4.531亿元、
5.485亿元、5.304亿元、6.609亿元，处于稳步增长
中；同期，公司毛利分别为1.044亿元、1.731亿
元、1.834亿元、2.417亿元，毛利率分别为23%、
31.6%、34.6%、36.6%。

快狗打车CEO何松表示：“过去几年，我们没
有加入行业补贴大战，因为B端客户更注重的是
平台服务本身，不会受到补贴的影响。在客户
忠诚度提高后，公司的收入和毛利率还会持续
提升，但我们会把毛利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
平上。”

何松称：“中国内地有300多个地级市，但公
司业务渗透率较高的城市仍集中在一二线城
市。公司下一步将把业务模式从一二线城市复
制到至少100个地级市，为公司提供持续增长的
动力。”此外，快狗打车还计划通过战略合作、投
资和收购等方式开拓亚太地区其他潜在市场。

“在东南亚地区，同城物流的市场潜力巨大，公
司将利用东南亚的增长潜力扩大公司的国际版
图。”何松表示。

企业客户3年增加一倍多

“货运产业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市场
很大，但行业内同质化严重，竞争门槛较低。如
何提升服务质量、杀出低价竞争重围，是货运平
台和货运企业首要考虑的问题。”海通证券一位
行业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何松介绍称：“目前占公司收入大头的还是
大企业客户，但平台一般都会先从C端和B端的
小客户切入，建立起品牌、服务和足够运力，然
后再向大企业的即时订单以及计划用车领域进
行渗透。未来，大企业客户在业务结构中占比
会越来越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放弃C端和小B
端的客户。先服务好他们，同时利用运力的双
轮驱动来服务大企业客户，反过来再进一步通
过运力的提升来服务C端和小B端的客户，形成
一个良性循环。”

上述行业分析师表示：“货运平台注重大客
户，可以优化公司的成本结构。服务好B端，可
以带来运力提升；有了运力后，再推出针对C端
的服务，由此可形成‘飞轮效应’。”

快狗打车有服务企业客户的丰富经验，
因此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据悉，面向具有经
常性物流需求的企业客户，包括超市、餐厅、
建材供货商、家具零售商、社区团购平台、电
子商务平台及政府组织等，快狗打车可以通
过提供定制物流方案，满足各行各业对物流
配套不断变化的需求，提高企业客户的黏性
及满意度。招股书显示，公司累计企业客户
已从2018年12月31日的16000家，上升至2021
年12月31日的39000家，3年增加一倍多，涵盖
中小企业及大型企业。

“快狗打车未来会继续专注于深挖企业客
户，增加企业服务的收入贡献，并进一步挖掘社
交电子商务及社区团购服务等新兴行业企业客
户的物流需求，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包括冷
链运输、特殊运输及逆向物流。”何松表示。

快狗打车赴港IPO
获两机构基石投资
近三年毛利率均超30%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李昱丞

6月13日晚间，比亚迪发布回购
公告称，当日回购A股股份约295.41
万股，回购价介于344.33元/股至
358.58元/股之间，合计耗资10.35亿
元。至此，比亚迪已斥资18.1亿元
用于回购A股股票。

除比亚迪之外，万科、中国平安、
迈瑞医疗、顺丰控股等多家龙头上市
公司年内纷纷出手回购自家股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及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评价
称，上市公司回购自家股票，是在向
市场强力传递乐观预期信号，能够
起到稳定公司股价、提升公司形象、
提高投资人信心的作用。

半个月完成18亿元回购
比亚迪市值一度破万亿元

今年4月23日，比亚迪发布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拟以18亿
元至18.5亿元的资金回购股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300元/股。该回购方案于5月27日
获得临时大会股东表决通过。

随后，比亚迪火速推进回购。
公告显示，比亚迪分别于6月1日、6
月2日、6月10日、6月13日四度出手，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回购
A股股份145.21万股、72.04万股、
38.44万股、295.41万股，耗资分别为
4.33亿元、2.16亿元、1.26亿元和
10.35亿元，合计耗资18.1亿元，已超
过回购方案的下限。

由于回购期间比亚迪股价快速

上涨并突破300元/股，比亚迪于6月
8日晚间发布公告，将回购价格上限
由不超过3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400元/股。

Wind数据显示，5月27日至6月
13日期间，比亚迪A股股价累计上
涨16.88%。比亚迪的市值也首次
突破1万亿元，成为中国首家市值过
万亿元的国产车企。

从成交价格来看，比亚迪四次
回购股份的成本不断攀升，成交价
格 区 间 下 限 从 293.37 元/股 升 至
344.33元/股，区间上限从300元/股
升至358.58元/股。

果断回购或来自比亚迪对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长期看好。公司在回
购方案中指出，面对新能源汽车行
业百年不遇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
公司凭借创新的技术、精准的战略
和灵活的决策机制，持续巩固行业
领先地位。拟实施回购股份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持续完善互利共赢的
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提升公司整
体价值。

为提振市场信心
龙头上市公司回购忙

除了比亚迪之外，今年以来已
有多家上市公司出手回购自家股
份。《证券日报》记者对Wind数据统
计后发现，截至6月14日，年内共有
677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票回
购，合计回购总金额489.55亿元，回
购总股数42.22亿股，其中不乏万
科、中国平安、迈瑞医疗、顺丰控股、
美的集团等各行业的龙头企业。

以地产行业龙头万科为例，公

司在3月30日晚间发布回购方案，拟
斥资20亿元至25亿元回购A股股
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8.27元/股，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37亿股。
5月10日，万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首
次回购公司A股119.79万股，成交价
介于17.99元/股和18.25元/股之间，
成交金额为2166.56万元。5月30日
至6月13日，万科连续10个交易日回
购A股股份。截至6月13日，万科累
计回购约4829.49万股，回购资金总
额达8.47亿元。

保险业龙头中国平安也在年内

回购了公司股份。公司在6月1日晚
间公告称，5月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A股股份2482.75万股。截
至5月底，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1.03
亿股，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50亿元，
已达回购方案下限。

医疗设备行业龙头迈瑞医疗、快
递行业龙头顺丰控股、家电行业龙头
美的集团今年也分别完成了10亿元、
18.99亿元、8.33亿元的股份回购。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主要是向市场传

递信心。回购股份若用于注销，可
提升每股收益水平。

伴随今年A股调整，通过回购
股票维护股价稳定已成很多龙头上
市公司的必选项。万科董秘朱旭在
2021年度业绩会上表示，在今年3月
份公司股价非理性下跌后，公司就
决定，要启动回购来维护股价稳定。

中国平安联席CEO兼首席财务
官姚波也曾在2021年度业绩会上表
示，中国平安的股价处于被低估状
态，公司将通过分红和回购向市场
传递信心。

年内多家龙头公司回购稳股价
比亚迪半个月斥资18.1亿元用于回购

本报记者 谢若琳

6月13日晚间，导演王一淳在微
博平台发文，举报欢喜传媒“税务虚
假抵扣”。她表示，与欢喜传媒合作
新片《绑架毛乎乎》被单方面停止合
作后，对方在税务抵扣方面造假。

6月14日，欢喜传媒发布公开声
明称，王一淳导演的微博存在多处
失实内容。欢喜传媒与王一淳导演
的合作产生纠纷，事实原委和是非
曲直已经由人民法院审理和认定。

“综合来看，这是一部合作电影
拍摄被叫停后，牵扯出来的责任归属
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制片人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
事件最近两年发生的概率不小，主要
是线下电影承压，上游公司处境艰
难。“欢喜传媒重新评估现有项目，并
做出调整以节省开支，这是业内常见
的做法。但公司没有做好收尾工作，
在情感层面显得不近人情。”

绑定多位知名导演
徐峥、宁浩持有股权

欢喜传媒的前身是 21 控股。
2015年，业界大佬董平联手宁浩、徐
峥认购港股 21控股的股份，完成借
壳上市。随后，欢喜传媒构建了一
个庞大的合约导演团队，陈可辛、王
家卫、张晓陵（张一白）、顾长卫、张

艺谋、贾樟柯等均在其合作名单之
列。

而欢喜传媒被外界所熟知，更
主要的原因是其与宁浩、徐峥的深
度绑定，这两位导演均担任公司的
非执行董事。依托于强大的导演团
队，欢喜传媒近年来佳作不断，代表
作包括《夺冠》《囧妈》《我和我的家
乡》《我不是药神》《疯狂的外星人》

《我和我的祖国》《江湖儿女》等。
欢喜传媒的业务从投资、拍摄到

放映端，还打造了流媒体“欢喜首映”，
覆盖了全产业链。电影投制也是公司
擅长所在，公司参投了大量项目。

天眼查 App 显示，欢喜传媒于
2015 年成立欢喜影视投资有限公
司。通过该公司，欢喜传媒直接或
间接全资持股台州欢喜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欢欢喜喜（天津）文化投资
有限公司（简称“欢欢喜喜”）、北京
欢十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3家公
司。其中，欢欢喜喜就是与导演王
一淳等签订影片合同的公司，多次
因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被侵害而提
起诉讼维权，涉案影片包括《一秒
钟》《疯狂的外星人》《误杀》《温暖的
抱抱》等。

遭合作导演实名举报
陷“税务虚假抵扣”罗生门

王一淳表述称，2019年10月份，

其与欢喜传媒达成合作意向，约定
由欢喜传媒出资、由王一淳出面，完
成其新片《绑架毛乎乎》。随后，王
一淳成立河南静深影业有限公司
（简称“静深影业”），双方签订承制
协议。

“2020年 5月份，静深影业收到
40%制作费 551 万元。随后的 6 月
份，欢喜传媒叫停了该项目，理由是

‘疫情过后公司对目前项目重新评
估，最终决定将该项目暂停。这是
很多公司面临的现状’。”王一淳表
示，当时，因影片筹备，静深影业已
经支出96万元。

围绕已付款项，双方产生了纠
纷，最终对簿公堂。法院裁定，确认
欢欢喜喜与静深影业签订的《绑架
毛乎乎承制协议》解除；静深影业返
还欢欢喜喜公司投资款并赔偿经济
损失、违约金，合计约 577万元。对
此，静深影业提出上诉，但被二审法
院判决驳回上诉。

王一淳介绍称，在此之前，静深
传媒曾给欢喜传媒出具 551万元制
作费的增值税发票。但当静深传媒
退回相关款项后，欢喜传媒工作人
员对退票/冲红一事多番推诿，导致
静深影业需要另缴近百万元企业所
得税。

“给欢喜传媒干了一年的活儿，
我没拿到一分编剧费、导演费、承制
费，还倒找了他们100多万元。”王一

淳表示。
但欢喜传媒回应称，“王一淳导

演的微博文章多处内容与事实不
符。欢喜传媒与王一淳导演合作终
止后，双方合约已经解除，相关剧本
版权已返还。欢喜传媒一直遵守税
收法律法规，并合法处理以上纠纷
涉及的税务事项。”

电影市场低迷
投资方缩减项目数量

受疫情反复的影响，电影行业
当前处在艰难时刻，欢喜传媒的境
遇也不例外。

财报显示，2020年和2021年，欢
喜传媒业绩连续亏损，两年累计亏
损 4.72亿港元。主要是由于集团投
资的院线电影推迟上映、票房收入
减少所致，加上政府补助减少，以及
不断优化“欢喜首映”在线视频平台
的内容令版权摊销开支增加，欢喜
传媒的日子有些难过。

以 2021年为例，欢喜传媒分占
票房收入 215.8 万港元，同比减少
95.76%；电影及电视剧版权收入
3254.8万港元，同比减少93.76%。

即便如此，欢喜传媒还是加大
了项目投入力度。财报显示，2021
年，欢喜传媒的电影及电视剧版权
预付款（含电影导演预付款）约为
8.83亿港元，同比增长 40.58%，占资

产总额的39%。
深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院线电影
受疫情影响较大，网络电影和电视
剧受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关键的
影响仍在于剧目及影片的质量问
题。优质剧目仍会受到观众追捧；
内容创意、制作质量一般的内容，则
难以获得好的收视率或票房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被叫停的
项目《绑架毛乎乎》曾获第22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最具投
资价值项目，并作为唯一华语项目
入围柏林电影节创投单元。

前述制片人认为，“如果市场环
境好，投资方风险承受能力强，就愿
意尝试一些新项目，挖掘新人。但
市场环境不好，影视公司的投资策
略偏向稳妥，新项目被砍也是正常
操作。”

财报显示，欢喜传媒的项目储
备十分丰富。其中，苏亮编剧及执
导、黄渤主演的电影《学爸》已定档7
月 8日。此外，宁浩执导、刘德华主
演的《红毯先生》，陈可辛执导的《独
自·上场》，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
顾长卫执导、葛优主演的《刺猬》，陈
大明执导、张涵予主演的《无所畏
惧》，陈佩斯执导的《戏台》，张国立
执导及编剧、周冬雨主演的《朝云暮
雨》等，均已进入筹划、制作或完成
制作阶段。

欢喜传媒陷“税务虚假抵扣”罗生门 部分项目停摆引发后遗症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转让车联网资产不到一个月，
高鸿股份又开始募资投向工业互联
网业务。6月13日晚间，高鸿股份发
布公告称，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
不超过15.29亿元，用于工业互联网
产品研发和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南通云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南通云数”)100%股权收购项目。

高鸿股份表示，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有利于优化公司在工业互联网
及IDC产业布局。本次募投项目紧贴
市场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有利
于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及盈利水平。

拟募资布局工业互联网

公告显示，高鸿股份拟投入工

业互联网产品研发和运营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的募资额为9亿元，拟投入
南通云数100%股权收购项目的募资
额为6.29亿元。这两个项目分属于
公司主营业务中的行业企业、信息
服务业务板块。

高鸿股份主营行业企业、信息
服务、IT销售三大业务板块。东方
财 富 Choice 数 据 显 示 ，2019 年 至
2021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114.1亿
元、70.18亿元、85.48亿元，同比增速
分别为23.15%、-38.49%、21.81%；
同期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312万
元、-1.22亿元、1536万元。

因受疫情反复及行业竞争格局
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2020年业绩
大幅滑坡，2021年虽有所好转，但当
年归母净利润增长也非主营业务所
致，而是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处置收
益及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在公告中称，通过实施上述
募投项目，公司拟在现有的工业互联
网、数据中心业务的基础上，通过提
升研发能力、完善运营服务体系，进
一步增强公司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
竞争能力；通过收购优质IDC资产、引
入多元化客户，不断提升自身IDC业
务的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18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为5313
亿元，预计2023年将达万亿元以上，
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15%。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工
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众多，是互联网
从消费级向生产级转型的重要体
现，也是我国未来在生产方面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王鹏同时强调：“工业互联网的
进入门槛较高，并非所有玩家入局

就能分得一杯羹，企业需要长期的
高投入、深耕耘，才能有所收获。”

曾重点布局车联网业务

需要关注的是，高鸿股份此前
一直宣称，要重点向车联网业务转
型升级。从募资10亿元用于车联网
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到以
现金出资3.5亿元设立合资公司高鸿
智联，无不体现出高鸿股份向车联
网业务转型的决心。公司曾在公开
互动平台表示，高鸿智联主要负责
车联网模组、终端和解决方案。

然而，就在很多人期待公司的
车联网业务将大展宏图之时，高鸿
股份却直接卖掉了高鸿智联的股
权。今年5月30日，高鸿股份发布
公告称，公司向第一大股东电信科
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

有的大唐高鸿智联科技(重庆)有限
公司25.23%的股权，转让价格为4.2
亿元。

难怪有投资者直言：“车联网都
快商用了，公司却卖了，转眼又收购
了南通云数，实在令人想不通。”

不仅如此，今年年初高鸿股份
还频频出售旗下多处房产及其他
子公司的股权，因此还收到深交
所的监管函，被质疑“是否在突击
创利”。

信息化百人会研究员向远之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工业互联网当
前缺乏既能符合工业企业场景又能
创造效益的产品，该领域对资金需
求较大，且市场竞争激烈，入局时间
短的企业很难实现盈利，需要企业
有较高的战略定力，还能结合工业
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找准合适的合
作对象来拓展场景。”

转让车联网资产不足一个月 高鸿股份大笔募资投向工业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