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卡拉成功登陆创业板

联想控股A股棋盘再落一子

□本报记者 董添

4月25日，拉卡拉成功登陆创业板。 公司第一大股东联想控股继佳沃股份后，在A股棋盘上再落一子。 同时，拉卡拉成为联想控股金融服务板块首家独立上市企业，对于一直致力于“制造卓越企业”的联想控股具有重要意义。

自2005年拉卡拉成立以来，联想控股先后以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方式对其长期投资，陪伴拉卡拉从初创期到成熟期的过程。 随着拉卡拉的上市，联想控股“战略投资+财务投资”双轮驱动的独特发展模式优势再次凸显。

金融服务板块落子A股

资料显示，除了拉卡拉，联想控股旗下的金融服务板块还涵盖卢森堡国际银行、正奇金融、君创租赁、考拉科技等众多公司，业务涉及第三方支付、商业银行服务、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创新金融服务等众多业务。

年报显示，2018年联想控股金融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69.62亿元，同比增长91%；实现归母净利润25.67亿元，同比增长56%。 而拉卡拉2018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达56.79亿元和6.06亿元，为联想控股贡献了重要增量。

2018年起，联想控股战略投资领域的众多公司均开启了上市进程。 而在金融服务板块，除了率先登陆A股的拉卡拉，2018年11月30日，正奇金融透过其联席保荐人正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并获得香港联交所确认。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一家大型投资控股公司，联想控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造卓越企业” 。 而拉卡拉此次成功登陆A股，不但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也给多年支持自己的大股东联想控股带来巨大受益，同时是对联想控股“双轮驱动”业务模式的又一次验证。

除了上市，联想控股在金融服务板块动作频频。 2018年，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89.936%股权的交易顺利完成。 至此，联想控股在聚焦领域内构建支柱型资产的战略正式落地，资产规模大幅增加，资产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财务稳健性得到极大增强。

联想控股在2018年年报中表示，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产业资源和科技优势，在不断优化投资组合、夯实既有业务优势的同时，积极关注境内外其他金融服务领域的投资机会，主要方向包括保险、证券以及金融科技等。

“双轮驱动”优势凸显

拉卡拉上市后，联想控股以28.24%的持股比例为第一大股东。 不过，2005年创立之初，最先投资拉卡拉的并不是联想控股，而是联想控股财务投资板块旗下的君联资本。 直到2010年，联想控股才增资1.81亿元，以战略投资的方式“接力”入股拉卡拉。

多年来，联想控股形成了“战略投资+财务投资”双轮驱动的独特发展模式。 其中，战略投资包括 IT、金融服务、创新消费与服务、农业与食品、先进制造与专业服务五大板块；财务投资则包括君联资本、弘毅投资和联想之星三家基金。

先后以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两种方式“接力”投资拉卡拉，正是体现了联想控股“双轮驱动”模式的独特优势：在公司发展前景不明确的初创期，财务投资较早介入帮助企业发展；在财务投资到期需要退出时，战略投资及时跟进，助力企业进一步长远发展。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以拉卡拉举例说，“拉卡拉所在行业的盈利周期比较长，但君联资本的投资是有周期的，到期要退出。 这个时候，联想控股的战略性投资，支持其长远发展。 ”

正如柳传志所言，拉卡拉成立后很长时间都是亏损的，而联想控股着眼于长期投资持有至今，最后“十年磨一剑” ，直到2015年才实现扭亏为盈。 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拉卡拉分别实现营收25.6亿元、27.85亿元和56.7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26亿元、4.64亿元和6.06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联想控股“双轮驱动”模式的另一大优势在于，“财务投资+战略投资”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PE投资，再到战略投资，可以覆盖企业从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 ，助力“制造卓越企业”战略。

积极服务中小微企业

在国家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当下，拉卡拉专注服务实体小微企业的特质引起了市场关注。 截至2018年末，拉卡拉累计覆盖商户超过1900万家，2018年收单业务交易金额逾3.65万亿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拉卡拉主要面向实体小微企业及个人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并以支付为入口提供相关的增值服务。 自2012年起开始进入国内银行卡收单行业，拉卡拉便为解决线下小微零售企业刷卡难题，专注于实体小微企业的收单服务。

2014年起，拉卡拉陆续开发出mPOS、智能POS、超级收款宝等创新收单产品，全面解决实体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收款问题，并尝试积极布局移动互联网。 眼下，借助拉卡拉智能POS机以及拉卡拉开放式服务平台，拉卡拉将服务从“帮助中国实体小微企业收单”扩展到“帮助中国实体小微企业做生意” 。

除了拉卡拉，服务中小微企业、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也是联想控股金融服务板块众多企业的“底色” 。 以正奇金融为例，这家公司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纵贯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服务，对客户的发展战略及业务模式进行深入了解及密切追踪，并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整体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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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等因素

致两公司业绩“爆雷”

□本报记者 张兴旺

4月25日晚间，银亿股份、梦舟股份两家公司更正了此前发布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 受商誉减值等因素影响，银亿股份由预盈修正

为亏损。 梦舟股份此前预计亏损，修正后，亏损额进一步扩大。

银亿股份预盈转亏

具体来看，银亿股份原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亿元至4亿元，修正后预计亏损5.7亿元至6.3亿元；公司上年

净利润为16.01亿元。

银亿股份1月31日公告，受国内整车厂商销售疲软，以及汽车零

配件产能扩建固定成本大幅增加影响， 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销售毛

利率及净利润较上年下降明显； 因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业务经营业

绩同比下降，公司判断收购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东方亿圣投

资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由此计提6亿元至8亿元的商

誉减值准备，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对于此次业绩下调的原因，银亿股份4月25日晚间公告，公司聘

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收购的

全资子公司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时

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基于谨慎考虑，进一步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3亿元左右，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0.3亿元左右。此外，前次业

绩预告未考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 补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4亿元左右。

梦舟股份亏损扩大

梦舟股份1月31日披露公告， 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

损7亿元到9亿元。 4月25日晚间，梦舟股份发布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

更正公告，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3

亿元到13.50亿元。 梦舟股份上年净利润为1.50亿元。

梦舟股份称，控股孙公司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

（简称 “梦幻工厂” ） 的业绩核算近日最终完成。 由于梦幻工厂

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经测算梦幻工厂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包含所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导致商誉减值。公司聘请

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商誉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说

明。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过程，收购梦幻工厂确认的商誉截至2018年

12月31日需计提减值准备2.70亿元。

此外， 梦舟股份表示，2018年下属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梦舟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霍尔果斯梦舟” ）将其全资子公司

嘉兴南北湖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嘉兴南北湖” ）

100%股权转让给上海大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大昀” ）。

此次股权转让前， 下属全资子公司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西安梦舟” ）将其部分影视相关资产转让给嘉兴南北

湖。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收上海大昀股权转让款3835.09万元，

应收嘉兴南北湖股利分红款3417.48万元及资产转让款1.96亿元。 上

述款项均已逾期未能收回。 期后霍尔果斯梦舟与上海大昀及嘉兴南

北湖经协商后出具了还款承诺书，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分期偿还金额，

还款来源为嘉兴南北湖拥有的相关影视作品的销售回款。 公司根据

还款承诺书，对未来现金流量流入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判断，计提坏账

准备1.16亿元。

拉卡拉成功登陆创业板

联想控股A股棋局再落一子

□本报记者 董添

4月25日，拉卡拉成功登陆创业板。 公司第一大股东

联想控股继佳沃股份后，在A股棋盘上再落一子。 同时，拉

卡拉成为联想控股金融服务板块首家独立上市企业，对于

一直致力于“制造卓越企业”的联想控股具有重要意义。

自2005年拉卡拉成立以来，联想控股先后以财务投

资和战略投资的方式对其长期投资，陪伴拉卡拉从初创期

到成熟期的过程。 随着拉卡拉的上市，联想控股“战略投

资+财务投资”双轮驱动的独特发展模式优势再次凸显。

金融服务板块落子A股

资料显示，除了拉卡拉，联想控股旗

下的金融服务板块还涵盖卢森堡国际银

行、正奇金融、君创租赁、考拉科技等众多

公司，业务涉及第三方支付、商业银行服

务、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创新金融服务等

众多业务。

年报显示，2018年联想控股金融服务

板块实现营业收入69.62亿元， 同比增长

91%；实现归母净利润25.67亿元，同比增

长56%。而拉卡拉2018年营收和净利润分

别达56.79亿元和6.06亿元，为联想控股贡

献了重要增量。

2018年起，联想控股战略投资领域的

众多公司均开启了上市进程。而在金融服

务板块， 除了率先登陆A股的拉卡拉，

2018年11月30日， 正奇金融透过其联席

保荐人正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上市申

请，并获得香港联交所确认。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一家大型投资控

股公司，联想控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

造卓越企业” 。 而拉卡拉此次成功登陆A

股，不但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也给多

年来支持自己的大股东联想控股带来巨

大受益，同时是对联想控股“双轮驱动”

业务模式的又一次验证。

除了上市，联想控股在金融服务板块

动作频频。 2018年，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

89.936%股权的交易顺利完成。 至此，联

想控股在聚焦领域内构建支柱型资产的

战略正式落地，资产规模大幅增加，资产

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财务稳健性得到极大

增强。

联想控股在2018年年报中表示，未来

公司将充分利用产业资源和科技优势，在

不断优化投资组合、夯实既有业务优势的

同时，积极关注境内外其他金融服务领域

的投资机会，主要方向包括保险、证券以

及金融科技等。

双轮驱动优势凸显

拉卡拉上市后，联想控股以28.24%的

持股比例为第一大股东。 不过，2005年创

立之初，最先投资拉卡拉的并不是联想控

股，而是联想控股财务投资板块旗下的君

联资本。 直到2010年， 联想控股才增资

1.81亿元，以战略投资的方式“接力” 入

股拉卡拉。

多年来，联想控股形成了“战略投资

+财务投资” 双轮驱动的独特发展模式。

其中，战略投资包括IT、金融服务、创新消

费与服务、农业与食品、先进制造与专业

服务五大板块； 财务投资则包括君联资

本、弘毅投资和联想之星三家基金。

先后以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两种方

式“接力” 投资拉卡拉，正是体现了联想

控股“双轮驱动” 模式的独特优势：在公

司发展前景不明确的初创期，财务投资较

早介入帮助企业发展；在财务投资到期需

要退出时，战略投资及时跟进，助力企业

进一步长远发展。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时以拉卡拉举例说，“拉卡

拉所在行业的盈利周期比较长，但君联资

本的投资是有周期的，到期要退出。 这个

时候，联想控股的战略性投资，支持其长

远发展。 ”

正如柳传志所言，拉卡拉成立后很长

时间都是亏损的，而联想控股着眼于长期

投资持有至今，最后“十年磨一剑” ，直到

2015年才实现扭亏为盈。 财务数据显示，

2016年至2018年， 拉卡拉分别实现营收

25.6亿元、27.85亿元和56.79亿元，净利润

分别为3.26亿元、4.64亿元和6.06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 联想控股 “双轮驱

动” 模式的另一大优势在于，“财务投资+

战略投资” 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PE投

资，再到战略投资，可以覆盖企业从初创

期到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 ，助力“制造

卓越企业” 战略。

积极服务中小微企业

在国家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 困境的当下，拉卡拉专注服务实

体小微企业的特质引起了市场关注。 截至

2018年末， 拉卡拉累计覆盖商户超过

1900万家，2018年收单业务交易金额逾

3.65万亿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 拉卡拉主要面向

实体小微企业及个人提供第三方支付服

务， 并以支付为入口提供相关的增值服

务。 自2012年起开始进入国内银行卡收

单行业， 拉卡拉便为解决线下小微零售

企业刷卡难题， 专注于实体小微企业的

收单服务。

2014 年起 ， 拉卡拉陆续开发出

mPOS、智能POS、超级收款宝等创新收单

产品，全面解决实体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

的收款问题， 并尝试积极布局移动互联

网。 眼下，借助拉卡拉智能POS机以及拉

卡拉开放式服务平台， 拉卡拉将服务从

“帮助中国实体小微企业收单” 扩展到

“帮助中国实体小微企业做生意” 。

除了拉卡拉，服务中小微企业、破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也是联想控股金融

服务板块众多企业的“底色” 。 以正奇金

融为例， 这家公司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

纵贯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服务， 对客户的

发展战略及业务模式进行深入了解及密

切追踪，并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整体

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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