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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昨日，中烟香港在港股市场挂牌交

易。 作为港股市场的“烟草第一

股”，中烟香港备受投资者追捧，其

股价在盘中一度大涨近18%。 截至

收盘，中烟香港涨9.63%，报5.35港

元。 在上市交易之前，中烟香港在

港公开发售获大幅超额认购。根据

招股书，中烟香港是中烟国际负责

资本运作及国际业务拓展的指定

境外平台。而中烟国际为中国烟草

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烟香港获资金热捧

昨日， 中烟香港高开高走 盘

中股价最高触及5.89，涨幅近18%，

不过午后股价有所回落。 截止收

盘，涨9.63%，报5.35港元。 盘面数

据显示， 中烟香港全日成交额为

10.84亿港元， 最新总市值达35.71

亿港元。

在上市交易之前，中烟香港在

港公开发售的股份就获得大幅超

额认购。 根据公告，其合共接获2.9

万份根据香港公开发售提出的有

效申请， 相当于可供认购总数的

102倍。 按照每股4.88港元的发售

价格， 此前成功认购的投资者，至

昨日收盘，每手（1000股）已经盈利

470港元。

员工人均创收2.5亿元

招股书显示，中烟香港成立于

2004年，为中烟国际负责资本运作

及国际业务拓展的指定境外平台。

中烟国际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承担着后者国际业务的

管理和运营工作。 数据显示，作为

唯一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从事

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

务的实体，中国烟草总公司连续三

年税利总额均超过万亿元。

就中烟香港来说，其业务主要

分为烟叶类产品进口业务、烟叶类

产品出口业务、 卷烟出口业务、新

型烟草制品出口业务。 其中，烟叶

类产品进口业务占其营收大部分，

2016年～2018年， 中烟香港来自烟

叶类产品进口业务的收入分别占

同 期 总 收 入 的 64.4% 、70.3% 、

61.7%。

招股书显示，中烟香港主要从

全球原产国或地区，如巴西、美国、

阿根廷、加拿大、赞比亚等地采购

烟叶类产品，并向中烟国际出售进

口烟叶类产品以向中国卷烟生产

企业转售，从而满足其对海外烟叶

类产品的需求。而目前在向中烟国

际出售烟叶类产品之前，公司会在

自供应商采购时的采购价基础上

加价6%， 而对于小部分为制造特

定卷烟品牌而进口的烟叶类产品，

则加价3%。2016年～2018年，中烟香

港实现利润分别为3.38亿港元、

3.48亿港元、2.62亿港元，毛利总毛

利率分别为7.7%、6.3%及5.3%

有意思的是， 招股书显示，截

至2018年底，中烟香港在香港仅有

28名雇员 ， 员工总成本共计约

2591.4万元港元。2018年，中烟香港

收入约为70.33亿港元， 意味着人

均年创收逾2.5亿港元。

中烟香港上市首日大涨9%

信息时报迅 （记者梁诗柳 见

习记者袁婵 ）

在发布债券违约次

日， 腾邦集团宣布实控人已将手中

表决权出让， 公司实控人将发生变

更。 昨日，腾邦国际发布公告，称控

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大晋

投资将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最

大股东， 史进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公告显示， 腾邦集团及实控人

钟百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1.74

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0%，表

决权委托给大晋投资行使。 大晋投

资成立于 2019 年 6 月，经营范围包

括投资兴办实业、企业管理咨询、财

务管理咨询、信息咨询和国内贸易，

史进持有大晋投资 100%股权。 由

此， 史进将成为腾邦集团实际控制

人。 资料显示，1972 年出生的史进，

从 2016 年 9 月起担任腾邦国际控

股子公司腾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现任腾邦旅游总裁、喜游国旅董

事长。

本周二，腾邦国际曾对外披露，

因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 腾邦集团

未能按时足额支付“17 腾邦 01”

2019 年度利息， 涉及利息资金约

1.13 亿元，本次债券构成实质违约。

据 wind 数据显示，公司实控人钟百

胜质押比例已达到 100%。大股东之

一腾邦集团累计质押状态的股份占

其所持有腾邦国际股份的 83.49%，

占腾邦国际股份总数的 22.37%。

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 腾邦集

团 2018 年底曾找到深投控和福田

投控两大国资寻求战略合作。 深投

控和福田投控拟受让腾邦集团所持

有的腾邦国际股份，并在不影响其控

股股东地位的前提下成为公司重要战

略股东。两位投资方拟联合战略投资腾

邦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于福田保税区的

物业和土地资产，未来三方将共同启

动福田保税区域整体更新改造规

划。然而，与两大战略合作方的合作

至今未见进展。

大晋投资成腾邦国际控股股东

信息时报讯

德赛西威12 日与四维图

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自动

驾驶地图及智能网联等领域进行深入合

作。 根据协议， 双方将围绕德赛西威 L3/

L4 级别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结合四维图新

自动驾驶地图数据、地图引擎、在线分发服务

和动态交通信息， 为客户共同提供量产自动

驾驶核心解决方案。

在此基础上， 双方还将利用车端与四

维图新云平台数据协同能力，实现动态、快速

更新地图数据，实时收取、处理传感器数据并

提供数据增值解决方案。

德赛西威表示， 此次结合四维图新行业

领先的自动驾驶地图产品体系， 德赛西威将

在中国境内的高速及城市快速路上提供 L3

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发挥四维

图新自动驾驶地图的超视距感知能力和德赛

西威多传感器融合及自动驾驶大脑决策能

力，共同推进自动驾驶产品的量产和落地。

在智能网联领域， 四维图新旗下四维智

联将落实提供面向智能驾驶的整合车联网内

容产品与运营服务战略。 此外，双方还将整合

旗下公司的车联网资源及能力， 打造车联网

整体生态系统。

德赛西威董事长陈春霖指出，对于自动驾驶

来说，车厂与上下游是“联手开发”的关系，在这

个领域目前没有哪一家能够一家独大。 此

前， 德赛西威联手小鹏汽车共同研发 L3 级

别自动驾驶系统， 小鹏汽车成为国内首家预

定德赛西威最新款自动驾驶域控制器的主机

厂。 陈春霖表示， 这并不是单独研发交付的过

程，整个开发进程一定是双方一同进行的。 德

赛西威还将继续投入资源， 与上下游合作伙伴

一起推动自动驾驶技术落地。

据上海证券报

德赛西威

与四维图新战略合作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罗晓彤

记者 陈雅菲）

有马云史玉柱等行业

大佬助力的光云科技， 成立6年就

启动上市。 6月11日晚，上交所官

网披露，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受

理。 据招股书申报稿， 光云科技

拟公开发行不低于 4010万股，拟

募资3.49亿元。 关于募集资金的

使用 ， 公司表示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2.63亿元用于光云系列产品优

化升级项目，8546万元用于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从股东榜上看， 光云科技有多

位行业大佬现身其中。数据显示，云

锋新呈是光云科技的第五大股东，

持股 4.9%。 而巨人投资的史玉柱、

苏宁易购的张近东都是云锋新呈

的股东。 除了上述行业大佬的身

影， 光云科技的背后还另有“高

人”。 数据显示，阿里创投以持有

的 4.8%股份成为光云科技第六

大股东。 而阿里创投的股东为马

云和谢世煌 ， 出资比例分别为

80%和 20%。 此外，光云科技股东榜

中还包括南海成长、 深圳赛富等多

家知名机构。

据披露， 光云科技核心业务是

基于电子商务平台为电商商家提供

SaaS 产品， 在此基础上提供配套硬

件、 运营服务及 CRM 短信等增值

产品及服务。 光云科技 2016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 2.62 亿元、3.58 亿元、4.65 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166.69 万元、

8885.6 万元、8337.05 万元。 而作为

技术密集型企业， 光云科技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研发费用分

别为 3625.56 万元、5177.05 万元和

8334.12 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 13.82%、14.45%和 17.90%， 研发

投入持续加大。

光云科技冲刺科创板

马云史玉柱等均为股东

机构观点

安信国际： 大部分收入集中于数量有

限的客户。 投资估值：根据招股书定价

和

2018

年净利润计算，公司

2018

年全

面摊薄市盈率为

9.88-12.43

倍， 估值

基本合理。 因公司享有独家经营权，带

有较强稀缺性。

方正证券：中烟香港是中国烟草子公司，拥

有独家经营权和强议价能力， 盈利能力稳

定。 分业务看，虽然全球需求疲弱，但受益

于“走出去”产业政策，以及相应的降价营

销策略，预计烟叶类出口需求将恢复

增长，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需求空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