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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辞职却变为实控人

智光电气实控人变更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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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已把家底败光？紧急用钱、遇到

资金周转问题怎么破？ 答曰：借呗。 不过现

在的借款途径可谓是五花八门， 你知道怎

么借费率更低、借的更划算吗？今天咱们就

来评测下包含借呗在内的几大主流借款渠

道，为你献上意想不到的低资费借款大招。

研究了下各大主流借贷平台， 利息普

遍以日利率折算收取。比如，微粒贷日利率

为 0.035%， 京东金条日利率为 0.038%，蚂

蚁借呗日利率 0.025%。 几大平台可以选择

的还款期限则大同小异， 比如蚂蚁借呗可

以选择 6 个月、9 个月、12 个月， 微粒贷可

选 5、10、20 期等。 那么选择哪个平台借款

最划算呢？ 我们以借 10000 元、分 12 期为

例对比一下， 通过蚂蚁借呗借款则共产生

手续费为 877.72 元；通过京东金条借款则

手续费为 793.01 元。 通过微粒贷按 10 期

借款，则产生的手续费共 533.05 元。 你以

为这就很便宜了吗？然而我们发现，通过一

些常被年轻人忽略的传统银行渠道借贷，

费率可以更低。

比如广发信用卡“发现精彩”APP 的

“尊享消费分期”服务，乍一看，0.41%的分期

费率似乎比几大平台的利率高， 而实则不

然。 相比几大主流互联网借贷平台，“尊享

消费分期”费率更低。 以同样分 12期为例，

通过“尊享消费分期” 共产生手续费为

455.96，低于上述任何一个平台所产生的利

息，包含微粒贷分 10期所产生的总利息。进

一步了解发现，“尊享消费分期”是广发信用

卡提供的按月还款消费分期服务， 还具有

独立额度，不影响信用卡消费额度，支持分

6、12、24、36 期分期借贷。 如分 12 期的话，

共产生手续费为 455.96元， 加上本金折合

每期还款 871.33元，可以说是非常划算了。

目前，用户想要申请借贷服务的话，可

以直接登录相应的官方 APP 在线操作。 如

申请广发信用卡的“尊享消费分期”的话，

可以通过广发信用卡官方客户端“发现精

彩”APP、“广发信用卡”官方微信、95508 客

服热线官方渠道等途径在线办理。 只是需

要注意的是， 大家申请成功的资金仅可用

于购物消费，不可以提现、转账或透支，更

不可以用于买房、炒股、买期货、理财等投

资渠道。

不得不说，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

展， 人们可选择的信贷产品也日益花样繁

多。不过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一旦选择不慎

就有可能跌入“套路贷”的大坑。 眼下正值

“平安金融月”， 金融消费一定要把安全牢

记。 相比真假难辨的互联网信贷产品，传统

银行系信贷产品因为更加成熟和完善的风

控体系通常更让人放心。如果再结合费率来

看，选择哪个更划算且安全，已经显而易见。

网贷借款要慎重

广发信用卡资费低又安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日前，智

光电气披露公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

郑晓军变更为李永喜。 不过此举迅速收

到深交所的关注函。 记者注意到，李永

喜是在公司业绩连年下滑、募投项目也

相当不顺的情况下接盘的，由此也引发

了市场对于公司后续资本操作的相关

猜想。

深交所迅速发来关注函

11月10日， 智光电气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于11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李永喜的辞职报告。 李永喜表示，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 董事长等职务，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闪电辞职后，李永喜转身却成了公

司实控人。 接着智光电气11月11日晚间

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晓军将其持

有的控股股东金誉集团53%股权转让给

李喜茹。 同日，李喜茹通过表决权委托

的方式将金誉集团53%的表决权委托给

李永喜行使。 权益变动后，李永喜在智

光电气拥有可支配表决权比例占公司

总股本的22.43%，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截至目前，李永喜其所持有智光

电气公司股份1324.18万股，全部处于质

押状态。

资料显示，郑晓军与李喜茹系夫妻

关系；李永喜与李喜茹系兄妹关系。 也

就是说，公司实控人通过操作，将公司

实控权转让给了大舅子。

公司此番操作立即引发了监管所

的关注。 昨日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

公司结合上述相关人员的关联关系、一

致行动关系等说明本次公司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原因及筹划过程。 此外，要求

公司补充说明李永喜未直接受让金誉

集团53%股权的原因、 合理性及并立即

无偿委托表决权的目的。

业绩下滑募投项目终止

资料显示， 智光电气成立于1999

年， 总部位于广州，2007年在深交所上

市，目前主要从事电气设备、综合能源

服务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据智光

电气三季报披露：前三季度，公司实现

营收16.03亿元，同比下滑15.90%；净利

润4368.36万元，同比下滑47.76%。

据了解，自2007年上市以来，智光

电气的营收能力在持续增长，但净利润

在2015年年报破亿， 达到1.08亿元后出

现下滑。 2018年年报净利仅7892万元，

同比下降36.93%%。 在业绩遭遇“滑铁

卢”之时，智光电气的募投项目也宣告

终止。

李永喜此时拿下公司的控制权是

为什么？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此番操作的目

的暂时还看不清。 但一般来说，实控人

变更和控股权转让后，公司会有后续的

资本运作。

公司为“粤芯”参股公司

记者注意到， 今年9月智光电气公

告称， 公司投资认购誉芯众诚企业30%

有限合伙人份额。 据介绍，誉芯众诚为

粤芯半导体第一大股东， 持有其50%股

权。 企查查显示，截至目前金誉集团、智

光电气合计持有的誉芯众诚的股权为

61.35%。

由此也引发了市场相关猜想。 东财

网股吧里一个名为“君歌8166”的股民猜

测公司后续或会将粤芯半导体注入智光

电气。 记者昨日下午就上述问题此致电

智光电气证券部， 工作人员曹乘锋回应

称一切以回复深交所的问询函为准。

昨晚，公司公布《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称，李永喜基于对智光电气主营

业务、 发展战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

可，希望以本次权益变动为契机，获得

上市公司控制权，以上市公司为平台有

效整合资源，以分享上市公司未来发展

所创造的价值。 李永喜及李喜茹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有权益

的计划。 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上市公司

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据了解， 粤芯半导体是国内第一座

以虚拟IDM为营运策略的12英寸芯片

厂，是广州第一条12英寸芯片生产线，该

项目今年9月份已正式投产。 达产后，可

实现的月产4万片12英寸晶圆的生产能

力。11月7日，有报道称荷兰ASML供应极

紫外光（EUV）光刻机给中芯国际的计划

有变，导致A股光刻机、光刻胶概念股闻

风大涨， 作为拥有EUV光刻机的粤芯半

导体的参股公司， 智光电气股价封上涨

停。

信息时报迅 （记 者 袁 婵 ）

昨日上市公司风语筑公告称， 公

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晖因涉嫌串通投标罪于 11 月

12 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事

拘留， 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关进

一步调查。 经记者统计， 今年以

来已有 15 家上市公司实控人被

抓。

妻子迅速上任代职

资料显示，风语筑的创始人为

李晖，截至 2019 年三季报，李晖持

有公司 股份 8100 万 股 ， 占比

27.76%。 李晖与其妻子辛浩鹰作为

作为公司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持

股 61.34%。

在李晖被拘后，公司随后公告

称，在李晖被调查期间，由公司董

事辛浩鹰女士代为履行董事长、总

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责。

昨日风语筑股价开盘即跌停，

截至收盘，仍封死在跌停板，报收

14.81 元 ， 下跌 1.65 元 ， 跌 幅

10.02%，市值 43.2 亿元。

涉嫌招标罪对公司有何影响？

据了解，串通招标指投标者相

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

其他投标人利益，是在一种损害国

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情节严

重的行为。

公开资料显示，风语筑的主营

业务包括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统

的策划、设计、实施和维护服务，主

要通过参加招投标方式承接业务

并提供服务。 风语筑在其宣传介绍

里提到， 目前已经打造了超过 500

座主题展示馆。 李晖因涉嫌串通投

标罪被刑事拘留，暂时还不清楚是

因为哪些项目。

记者就上述问题致电采访风

语筑，截至发稿前仍无人接听。 华

邦律师事务所张梦雅在接受信息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董事长涉嫌

串通招标罪，将对公司信誉造成负

面影响，公司之后的招标及中标工

程将受到牵制，进而影响公司营业

收入。

公司今年三季报显示，期内公

司营收同比增长 14.07%至 14.53 亿

元；净利润同比增长 20.16%至 2.07

亿元。 不过与 2018 年前三季度相

比，今年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猛降 81.24%， 仅为

1911 万元。

年内15家公司实控人被抓

据记者粗略统计，今年以来已

有 ST 天宝、暴风集团、浔兴股份、

新城控股等 15 家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被抓，涉案原因各异，有涉

嫌虚开发票、涉嫌行贿、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 涉嫌内幕交易、涉

嫌猥亵等。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这类上市

公司而言，即使利空因素逐渐得到

释放，但未来市场仍可能存在“放

大利空，缩小利好”的影响。

风语筑实控人

涉嫌串通投标被拘

信息时报讯（记者 袁婵）

昨晚，海康

威视公告称，公司董事胡扬忠、龚虹嘉于

11月11日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调

查通知书》称胡扬忠和龚虹嘉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截至今年三季度，胡扬忠、龚虹嘉均为

公司前十大股东， 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为

1.95%、13.43%。 数据显示，公司2019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398.39亿元， 同比增长

17.86%，净利润80.27亿元，同比增长8.54%。

海康威视两董事被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