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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拟吸收合并万魔声学

将注入TWS耳机资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昨日，共

达电声发布了吸收合并万魔声学的修

订草案，公司拟以33.6亿元的对价，通过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万魔声学

100%股权 。 万魔声学是 TWS

（

True

Wireless Stereo

，真正无线立体声 ）

耳机

行业的“黑马”，是发展最快、最具全球

影响力的中国声学品牌之一，若交易完

成，万魔声学将“借壳”登陆A股。共达电

声股价昨日涨停，并带动TWS概念股大

幅上涨。

拟注入TWS耳机资产

修订草案显示，共达电声拟通过向

万魔声学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6.2亿股

份的方式收购万魔声学100%股权，从而

对万魔声学实施吸收合并。 本次吸收合

并完成后， 万魔声学将注销法人资格，

共达电声作为存续公司。

据了解， 万魔声学成立于2013年，

从事智能耳机、智能音箱声学产品的研

发设计和制造，掌握了声学半导体

（芯

片）

、声学算法、智能制造等TWS全产业

链核心技术。 万魔声学在业内率先发布

了主动降噪TWS耳机———“1MORE真

无线主动降噪耳机”， 发布时间甚至早

于苹果AirpodsPro。 根据公告，万魔声学

为小米、华为

（间接客户）

等多家公司设

计、研发和生产TWS智能耳机，与国内

知名手机厂商的TWS智能耳机ODM业

务正在商务谈判中。

公司表示，业绩补偿方承诺万魔声

学智能声学业务在2019年度、2020年

度、2021年度以及2022年度的净利润数

分别为1.45亿元、2.2亿元、2.85亿元以及

3.57亿元。

预计公司将保持较快增长

据交易对方承诺，万魔声学2019年

至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1.45亿元、2.2亿元和2.85亿元。

从承诺业绩的实现情况看，万魔声

学2019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8.39亿

元和6369万元，半年时间接近完成2018

年全年的收入和利润水平。 考虑到下半

年是消费电子产品的传统旺季，公司完

成2019年1.45亿元业绩承诺的难度不

大。 共达电声表示，预计万魔声学在未

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保持较快增长。

中信证券指出， 万魔ODM业务受

益智能音频行业爆发，自有品牌业务有

望成为国内领先声学品牌。 根据共达电

声修订后的吸收合并方案，万魔声学管

理层超额业绩奖励比例从前期100%降

至50%， 未来将实质增厚合并后公司利

润，打开股价上行空间。 对公司给予“买

入”评级。

TWS概念股持续走强

除了共达电声，TWS概念股概念股

昨日纷纷上涨。 截至收盘，韦尔股份涨

超7%；鹏辉能源、碳元科技、惠威科技均

涨超6%。 记者注意到，TWS概念近期表

现强势，Wind数据显示， TWS耳机指数

11月内累计上涨超9%。

自2016年苹果推出首代TWS耳机

以来，TWS的市场热度就不断增加，出

货量不断提升。 根据Counterpoint Re－

search的预测，2019年全球TWS耳机出

货量可达1.2亿台， 同比增长160%，2020

年TWS耳机出货量大概率可突破2亿

台。

国信证券研报称，整个TWS市场或

成为未来几年内成长性最好的赛道之

一。 TWS产业链下游蛋糕最大，零部件

成长机遇凸显，行业景气度从2019年以

来进入上行，未来行业增长空间大。

天风证券行业研究表示，TWS耳机

后的机会在智能手表，预计明年智能手

表市场将会复制今年TWS耳机概念的

行情。 该机构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智

能手表已经可以脱离手机独立运行，同

时带有健康检测、运动定位、儿童看护

等多项功能，这块市场的后续潜力十分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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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代码

002655

603501

603133

002888

300438

300493

603283

300661

603986

002351

002045

名称

共达电声

韦尔股份

碳元科技

惠威科技

鹏辉能源

润欣科技

赛腾股份

圣邦股份

兆易创新

漫步者

国光电器

昨收盘价

（元）

13.75

134.10

21.90

22.95

23.99

9.14

26.25

224.00

171.60

15.85

12.20

昨涨跌幅

（

%

）

10.00

7.11

6.31

6.15

6.15

5.79

5.13

4.67

3.75

3.19

-4.01

9

月至昨

涨幅（

%)

57.68

52.28

21.13

25.34

58.87

37.03

20.19

55.56

30.44

164.61

101.6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

婵）

昨日，苏宁易购披露了高

达20亿元股份回购计划的最

新进展。 苏宁易购在公告中

表示，截至11月末，苏宁易购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970.39万

股， 支付的总金额约为3.1亿

元

（不含交易费用）

。

据此计算， 今年以来苏

宁易购回购股份总金额已经

超过13亿元， 位居A股上市

公司前列。 今年8月， 苏宁

易购完成10亿元的回购股

份， 随后宣布再使用10亿~

20亿元资金回购股份。 据了

解， 苏宁易购回购股份都将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

招商证券行业分析师郑

恺认为， 由于股票回购绝大

多数都以公司自有现金支

付， 开展回购也侧面反映了

上市公司现金流稳健， 盈利

能力稳定。 上市公司通过回

购股份， 再推行股权激励计

划， 是凝聚团队稳定性， 提

升团队战斗力， 提升企业管

理水平和效率的有效手段。

信息时报迅（记者 袁婵）

上市刚满三

年的和科达宣布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和科

达昨日早间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覃有倘、龙小明、邹明与瑞和成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瑞和成将取得公司的

控制权并成为控股股东，金文明将成为公

司实控人。 和科达昨日开盘一度跌停，截

至收盘报20.05元，下跌5.47%。

三位创始人拟清仓离场

根据公司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覃有倘、龙小明、邹明拟向瑞和成

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2999万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29.99%。 其中覃有倘拟转

让1147.8万 股、龙小明拟转让1077.万 股、

邹明拟转让773.万股。 股份转让款为6.6亿

元。

本次权益变动后，覃有倘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95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95%； 龙小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9112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89%；邹明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6403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0.64%。

记者注意到， 就在此次协议转让之

前，11月2日，覃有倘、龙小明、邹明三人亦

披露了减持计划，三人拟分别减持不超过

公司总股份的1.8%、1.7%、2.0%。 昨日公告

中，和科达也再次明确，上述实控人存在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和科达股份的可

能。 由此来看，和科达的实控人或通过减

持清仓离场。

资料显示，覃有倘、龙小明和邹明三

人为和科达的创始人。 2016年10月25日，

和科达作为国内大型清洗设备生产商登

陆中小板，彼时，上述创始人还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票数量

的15%， 邹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股票数量的25%。而到目前为止，三年

锁定期满才刚刚过了两个月。

上市三年业绩连年下滑

上市三年来，和科达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表现堪忧。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

和科达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 23.50% 、

46.50%、60.21%。 今年前三季度，和科达实

现营业收入 8692.21万元 ， 同比下滑

61.40%；而业绩直接体现为亏损，亏损额

达2103万元， 接近过去两年盈利的总和，

较上年同比下滑高达415.29%。

和科达业绩如此不堪，引起了交易所

方面的关注。 今年6月，深交所就公司2018

年年报发出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净利润

同比大幅度下滑原因，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逐年上升的合理性，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趋势相反的

原因等。 2018年末，和科达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为 3.11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90.14%。

接盘方成立不足一个月

记者注意到，作为接盘方的瑞和成成

立不足一个月。 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瑞

和成成立于2019年11月18日，其经营范围

为实业投资、公益投资。 其有3位股东，分

别为：金文明

（持股

58%

）

、益阳高新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持股

33%

）

、 陈辟疆

（持股

9%

）

。

和科达称，瑞和成是专为本次收购而

设立的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实际

开展经营业务，尚未编制财务报表。

瑞和成表示，入主后暂无在未来12个

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以及针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

和科达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三位创始人拟清仓离场，瑞和成将成为控股股东

苏宁易购回购

已逾1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