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责任主体将被处罚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赵白执南

证监会7月31日发布关于瑞幸咖啡财务造

假调查处置工作情况的通报。

证监会指出，今年4月，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 Inc.）自曝财务造假，受到广泛关注。证

监会会同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依法

对瑞幸咖啡境内运营主体、关联方及相关第三

方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同

时根据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跨境监管合

作机制安排，配合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开展跨境

协查。

目前，上述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部门

调查显示， 瑞幸咖啡境内运营主体及相关管理

人员、相关第三方公司大规模虚构交易，虚增收

入、成本、费用，虚假宣传等行为，违反了我国

《会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瑞

幸咖啡境内关联的新三板挂牌公司神州优车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神州优车”）、北京氢动益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氢动益维”）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法》相关规定。

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将依法对瑞幸咖

啡境内运营主体及相关责任人、 协助造假及帮

助虚假宣传的多家第三方公司、 两家新三板关

联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罚。近日，证监

会已向涉案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相关责任主体如涉嫌犯罪的， 将依法移送公安

司法机关进一步追责。

证监会强调， 将全面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对

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的要求，继续

加强与境内外监管执法部门的密切协作， 依法

稳妥推进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调查处置工

作，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公平公正市

场秩序和法治健康市场生态。

同日，证监会发布消息，近期证监会对瑞幸咖

啡（Luckin� Coffee� Inc.）境内关联的新三板挂

牌公司神州优车、 氢动益维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立案稽查。

经查，2019年1月， 神州优车通过其实际控

制的长盛兴业（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长盛兴业” ）收购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67%的股权， 神州优车在2019年一季报

和半年报披露的财务报表中未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其中，神州优车2019年

一季报涉嫌少计资产不少于96.23亿元，占当期

资产总额的58.32%；神州优车2019年半年报涉

嫌少计资产不少于101.86亿元， 占当期资产总

额的64.05%。

氢动益维与神州优车和瑞幸咖啡存在关联

方关系，2017年，氢动益维与神州优车发生关联

交易4,264万元，合计占氢动益维当期净资产的

53%；2018年，氢动益维与瑞幸咖啡、神州优车

共发生关联交易5,850万元，合计占氢动益维当

期净资产的56%。 氢动益维2017年和2018年未

按规定披露其与神州优车和瑞幸咖啡的关联方

关系及关联方交易情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证监会于近日向两案相关当事人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下一步，证监会将依

法推进上述案件后续处理。

财政部网站7月31日消息，财政部对瑞幸咖

啡公司境内运营主体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发

现，自2019年4月起至2019年末，瑞幸咖啡公司

通过虚构商品券业务增加交易额22.46亿元（人

民币，下同），虚增收入21.19亿元（占对外披露

收入51.5亿元的41.16%）， 虚增成本费用12.11

亿元，虚增利润9.08亿元。下一步，财政部将依法

对瑞幸咖啡境内主要运营主体财务造假问题给

予行政处罚，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处罚结果。

两大股东上演“罗生门”

顺利办股东争权内斗持续升级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深交所连续下发的关注函， 让暂时停止的

顺利办控制权之争再度引起关注。

日前， 有媒体称顺利办董事长兼总裁彭聪

因涉嫌合同诈骗及挪用资金被警方立案侦查。

随后，公司回复深交所关注函表示，报案人为公

司第二大股东连良桂， 彭聪则在回复函中表示

“连良桂提出的刑事控告均属于诬告陷害” 。而

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 彭聪提请再度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核心董事， 两大股东围绕

董事会席位的争夺仍在继续。

昔日合作伙伴反目

据媒体报道称， 彭聪已被青海省公安厅立

案， 并称其涉嫌合同诈骗和挪用公司资金已被

北京市公安局立案。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件报案

人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连良桂。

7月29日晚，深交所向公司下发关注函，要

求公司于7月31日前确认上述情况是否属实，

如属实，则需进一步对彭聪是否能正常履职、公

司是否尽到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关联风险等问题

作出说明。

7月30日，公司回复称，董事长彭聪一直正

常履职，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且该案不涉及

公司资金被挪用。彭聪强调称，连良桂提出的刑

事控告均属于诬告陷害。

彭聪表示， 刑事案件的控告人连良桂因个

人债务问题爆发，曾于5月7日以对彭聪进行刑

事控告及操纵董事会罢免彭聪董事长职务等手

段胁迫彭聪签署协议，要求彭聪支付其3亿元。

之后，双方矛盾无法调和。

双方结识起源于2016年的并购案。 2016年

4月，青海明胶（顺利办前身）通过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彭聪等3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神州

易桥100%股权，交易作价10亿元。 公司向时任

董事长连良桂和另一名自然人发行1.47亿股，

募集配套资金10亿元。

收购和配套募资完成后， 连良桂直接持

有公司16.7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完

成上述交易后， 青海明胶转型从事企业互联

网服务业务，连良桂退居幕后，公司董事长变

更为彭聪。

业内人士称， 双方矛盾大概率缘于顺利办

股价近年来在二级市场表现不佳， 定增价格倒

挂引发的。 据了解，连良桂2016年参与定增价

格为6.8元/股，但截至7月31日收盘，顺利办股

价仅为4.68元。

2019年4月， 股东天津泰达与连良桂解除

一致行动人协议后，顺利办股东阵营发生变化，

连良桂与彭聪持股比例接近。 截至2020年一季

度，连良桂持有公司16.78%股份，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彭聪及其控制的百达永信合计持有公

司16.18%股份，双方持股数量非常接近。 在董

事会席位上，双方也处于势均力敌状态。 2020

年一季报显示，公司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在连良桂提请罢免彭聪， 打响董事会席位

争夺后， 百达永信在7月2日和7月3日通过增

持， 目前彭聪合计持股比例提升至17.18%，超

越连良桂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逼宫” 后董事长增持反击

5月6日，两大股东矛盾正式公开化。 连良

桂方面突然“发难” ，通过董事会成员连杰等人

召开非正式会议， 对免除彭聪及董事会秘书黄

海勇的事项进行了讨论。

5月27日， 顺利办通过召开的董事会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提请免去彭聪公司董事长

职务”“关于提请解聘彭聪公司总裁职务暨免

去其担任的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的议案”

等7项议案，正式罢免了董事长彭聪。

公告显示，连良桂、天津泰达、广西泰达三

大股东共同提请免去彭聪职务的原因为，其

“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暨总裁期间，个人涉

嫌经济犯罪，案件已被公安机关受理” ，但上述

股东并未披露更多涉案细节。

其后，彭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张对

其进行罢免的公司董事仍未提供任何关于其个

人涉嫌经济犯罪且已经被公安机关受理的资

料。同时，公司团队也已向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上述董事会临时

会议的相关决议。

6月9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法院作出裁

定： 暂缓实施于5月27日形成的顺利办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 并叫停了原定于6月12日召开

的临时股东大会，随后彭聪、黄海勇恢复行使了

董事长及董秘职务。

在遭遇罢免闹剧之后，7月2日， 彭聪方面

通过增持，持股比例反超连良桂，上位第一大

股东。

顺利办在最新的关注函回复中表示，彭聪

自2016年12月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后，带领

公司成功转型为以企业互联网服务为主业的公

司，彭聪系公司主营业务及全资子公司神州易

桥的创始人，在其带领下，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快

速发展。

对此，连良桂方面意见却相左，他认为，彭

聪作为公司董事并担任董事长、总裁期间，公司

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与实际经营规划偏差

严重，其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主要负责人员，

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至

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5.15亿元、7.35亿

元、20.25亿元，但公司净利润却未能稳步增长，

分别为6422万元、9328万元、-10.16亿元。

两大股东将正面交锋

如今，顺利办想再度召开股东大会也显得

尤为“不顺利” 。

在完成诉讼、增持等一系列“反击” 之后，

7月6日，彭聪方面提请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提出12项议案，要求改选董事会。

不过，公司董事会未能依据相关规定就上述股

东提请事项通知到全体董事，同时未召集召开

临时董事会会议讨论并作出决议，且未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

7月23日， 彭聪方面再次通过监事会提请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提出12项议案，议案涉

及到顺利办管理层重大人事变动， 包括罢免两

名董事、 两名独董、 两名监事以及选举两名董

事、两名独董、两名监事。

彭聪及百达永信认为，5月6日至27日，公

司董事连杰、赵侠，独立董事王爱俭、张青等人，

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会议召集条件和程

序，擅自召集、召开临时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公

告，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

在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 连良桂方面也进

行“反击” ，并于7月27日向监事会提请增加临

时议案，要求免去彭聪董事职务。

7月24日晚间，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顺

利办说明董事会相关人员在收到股东提案后未

及时公告， 亦未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同意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事项的原因。

7月30日，顺利办在回复中称，董事会工作

人员考虑到公司稳定运营和避免主要股东之间

的矛盾冲突， 基于勤勉尽责的原则未发布股东

提案公告，虽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股东大会》 的程序

要求， 但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司长远发展且并未

实质损害公司股东的权利， 所以不存在未能勤

勉尽责的问题。

目前股东大会已进入倒计时， 两大股东将

迎来首次正面交锋。 围绕彭聪的立案侦查尚无

定论，董事席位争夺战又再度升级，这无疑将给

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

景区影院开门迎客 暑期经济多点开花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受疫情影响，影院、旅游、体育活动均按下

“暂停键” 。 7月，文体行业迎来多个喜讯，包括

跨省游恢复、影院开门和体育赛事重启。业内人

士指出，文体多个行业的复工，不仅丰富了公众

暑期的文化生活，也加速助力经济复苏，对拉动

整体消费、促进第三产业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出游人数增多

7月29日，携程发布的《跨省游恢复半月人

气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国人愿意出门旅行，热

门目的地游客量环比增长最高达273%，热门出

发地游客量环比增长最高达1200%。 4000多家

旅行社复工上线产品，在携程报名参加“安心

游” 的游客，单日最高突破2万人。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从增速看，跨省游

开放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游客出游意愿

强烈， 环比跨省游开放之前增幅分别达到了

1201%和721%。 跨省游开放后，湖北出游人数

环比增长了3倍以上。 江苏、四川、海南、贵州、

浙江、湖南、广西排在第四至第十位，环比涨幅

都超过100%。

景区积极开门迎客。 黄山风景区7月23日

对外宣布， 景区日接待游客最大承载量由原定

1.5万人扩大至2.5万人。 吉林的长白山接待数

量向好。 据当地媒体报道，7月25日，截至下午

四时整，长白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0092人，这是

疫情以来长白山景区游客首次突破万人大关。

中信建投社服行业首席分析师贺燕青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恢复跨省游及扩大限流比例，

不仅直接利好国内旅游景区、 休闲度假景区及

旅行社等，也深度利好如连锁酒店、餐饮、旅游

购物等周边业态， 对拉动整体消费和第三产业

的增长意义较大。

六成影院复工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称，低风险

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

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观众对于进入电影院观影的愿望还是十分

迫切的。 此前灯塔研究院曾对电影购票人群进

行了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用户把

“去电影院观影”列入了最想做的事情；超过四

成用户表示， 疫情后去影院观影的频次将较疫

情前有所提升。从长期来看，观众对院线电影市

场恢复期待强烈。

影院复工数量增多。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7月31日，全国复工影院数6623家，复工率

为60.4%。 其中，山东、江西、浙江三省影院复工

居前，分别达到78.5%、76.6%、73.6%。

当然， 对市场提振作用最明显的还是新片

和大片的上映。 7月31日， 就有包括 《抵达之

谜》《妙先生》 等10部新片上映。 而克里斯托

弗·诺兰的电影《信条》一直备受市场瞩目，该

片在经历二度延期后终于确定了新档期， 该片

于8月26日起首先在美国之外的全球70个市场

上映，并且确定引进内地。 此外，中国电影副董

事长、 总经理傅若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

上透露，战争巨制《八佰》或于近期上映。

“我们能够看到， 观众进场观影的信心正

在慢慢恢复。未来两周，我们有信心票房能恢复

到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二。 ” 阿里影业总裁李捷7

月24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表示。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在供需两旺之下，资源

储备丰富的头部院线公司和影视内容公司，将

会凭借较好的运营能力和充足的现金储备，在

稳定核心经营能力的同时推进市场整合， 进而

在疫情结束后实现市场份额的提升。

精彩赛事不断

延期近4个月后，2020年中超联赛在7月25

日终于拉开战幕。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中超联赛

目前在无现场观众情况下进行。 球迷通过电视

转播观看中超的热情异常高涨。 中超联赛官方

披露的联赛首轮媒体传播数据显示，包括3个覆

盖全国范围的频道在内，14个电视频道参与了

中超首轮的转播，累计电视观众为8297万，较上

赛季同期增长19.7%；重量级视频网络平台全景

播放中超比赛，首轮观赛人次为8119万，较上赛

季同期增长37.2%， 其中网络直播累计用户为

2668万户，较上赛季同期增长了45.3%。

7月31日，CBA联赛进入季后赛阶段，届时

也将正式恢复面向球迷售票。依照国家、地方疫

情防控最新政策以及CBA联赛复赛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 此次开放球迷购票观赛的场馆为青

岛国信体育中心钻石体育馆（崂山赛区）。

全民运动也没有停下脚步。 7月29日，北京

市商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对《北京市促进新消费

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进行解读。 北京市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将发挥体育社交功能

属性助力北京“新消费” ，策划开展夜间城市马

拉松等夜间体育赛事，进一步开展具有表演性、

观赏性和参与性的“点亮夜京城” 系列赛事活

动，策划实施不少于10场的荧光夜跑、夜间秀

场等主题活动。

A03

公司纵横

Companies

2020年 /� 8月1日 /�星期六

责编：钟志敏 美编：韩景丰 电话：01 0-63070277�E-mail:zbs@zzb.com.cn

食饮行业告别“渠道为王”

注重产品成“立身之本”

□本报记者 潘宇静

食品饮料行业推出新品的速度有多快？良

品铺子给出的答案是每个月平均推出60个新

品。这只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缩影。在面对充分

竞争的行业特性，如何赢得消费者，并被消费

者记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 业内人士建

议，食品饮料行业已基本告别“渠道为王” 的

时代，企业在注重产品本身的同时，更要紧贴

消费的新趋势研发新产品。

提升新品存活率

近期举办的FBIC2020全球食品饮料创新

大会，聚焦了食品饮料行业人士的目光。其中，

如何创新是贯穿整个大会的主题。

“每年市场上有很多新品，但是真正活下

来的新品可能不到10%。要想提升新品成功的

概率，一是要多尝试；二是要迅速迭代，同时快

速发现问题并改善； 三是精准把脉市场需求。

‘产品生根，品牌生长’ ，新品推出能否成功的

关键在于产品本身。 ”洽洽食品副总裁兼首席

增长官王斌在会上表示。

他说，洽洽食品做坚果，底层的逻辑就是

把稀松平常的事物做到与众不同。 坚果很常

见，在国外被视为粮食作物，与沙拉或者燕麦

片配合做成早餐。 在中国，坚果被当作休闲食

品， 但这并不妨碍坚果具有粮食作物的属性，

我们想清楚这个逻辑之后，推广起来就更得心

应手。

王老吉数字媒介总监黄良水表示，产品

是品牌和企业生存的根基。 产品的定位非常

重要，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产品自身的

定位， 比如王老吉新品刺柠吉，2019年的销

售额已经过亿元， 这个产品的核心是VC含

量高，一罐刺柠吉所含VC成分相当于9个柠

檬，这对很多女生非常有吸引力。 二是公司

对产品的定位，即产品在公司成长中所占的

位置。

“良品铺子有属于自己开发的大数据应

用产品，公司通过五年的数据，把旗下所有产

品信息进行匹配，包括顾客在微博、小红书、天

猫的评论，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找到可能

存在的产品机会。 ”良品铺子高级副总裁赵刚

在做分享时称。

“例如，2019年， 良品铺子对186个产品

背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再重新调整概念和生产

要求， 之后上架的商品平均销售量同比增长

36%。 目前，良品铺子每个月大概推出60个新

品，上架之前都会做新品上市概念测试。 ” 赵

刚表示。

延长产品生命力

新产品的推出保持了品牌的活力，接下来

企业面对的是维持品牌的生命力，如何让企业

生存的更久。“如何让产品的生命周期超过十

年、几十年，甚至更远，就一定要研究产品所在

的整个品类的创新，研究的深度与品类的生命

周期有关，产业链、竞争壁垒、产品的底层逻辑

都是研究的类目。 ”王斌表示。

王斌进一步说，洽洽瓜子刚开始的时候是

产品的创新，后来在推广的时候加入了文化卡

片，并在渠道上做了开箱奖。 目前洽洽瓜子的

工艺已经做到了第八代，并且中国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的葵花子产地，从种子的种植到加工和

分销，品牌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焕发持续的

生命力。 “我们希望有一天，洽洽食品的瓜子

能够代表中国的休闲食品文化。 ”

在渠道方面，赵刚表示，品牌应该重视渠

道渗透，哪里有渠道，哪里就应该出现公司的

产品，并且还要想办法占据好位置。同时，要让

自家的产品和消费者建立直接的联系，通过建

立数字化链接，了解消费者的购买路径和购买

习惯，将接收到的反馈意见叠加到新产品的更

新上，从而开拓出新的消费群体。

不过， 费列罗创新负责人忻斓表示：“现

在已经不是渠道为王的时代了，渠道实在太分

散，不可能抓住所有的渠道。 在消费者纷繁复

杂的需求面前，更强调的是产品为王，做到让

公司生产的产品永远在消费者的生活中占据

位置。通过对产品的包装、产品的定位、产品的

价值进行整合， 配合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更新，

维持在消费者生活中被需要的位置。 ”

迎合消费新趋势

展望未来， 峰瑞资本执行总裁黄海表示，

互联网带货是当今最明显的新变化，从品牌成

长的角度，其实可以更多的和消费者发生信任

连接，各个平台上的KOL（关键意见领袖）是

跟消费者建立连接的好方法。

五芳斋品牌中心总经理徐炜称， 今年疫

情加快了企业创新的步伐，依托字节跳动、天

猫带来的数据分析，主要锁定两大类人群，一

类是城市的新中等收入人群，另一类人群是Z

世代，这群人追求个性的张扬，对于颜值有更

高的要求。

奥利奥通过网络将自己品牌IP化。 奥利

奥市场总监陶莉表示， 奥利奥生产的T恤、包

等产品挂在官网上销量很好， 之前饼干在消

费者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没渗透到消

费者的其他方面。 “我们想要把这个品牌IP

化， 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消费者生活的更多

场景， 从长远来看也可以为品牌不断注入活

力， 未来更多的跨界产品会出现在品牌IP的

产品线上。 ”

埃森哲上半年做了多轮消费者洞察，通

过对近九千名消费者的调研得出新的未来趋

势观察，总结了以下几个消费趋势，分别是：

更重视健康、环境、卫生，钟情本地产品，全渠

道显得更为重要，居家工作、居家社交成重要

场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