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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今年首家上市公司
华体科技，昨日收盘价27.38
元，较发行价上涨190%，持股
45%的成都富豪梁钰祥家族，
目前身家已达12.32亿元

相比做企业而言，创始
人梁钰祥还是知名“网红”。
今年63岁的他热爱玩赛车、
动力伞、健身，还是近年各种
汽车越野赛的常客，江湖人
称“花甲车手”。因为一组老
年人大晒肌肉和人鱼线的写
真，让成都大爷梁钰祥在网
络一夜走红

菜鸟网络与丰巢科技
就数据共享合作达成一致

昨日下午，国家邮政局官网发布
了《菜鸟网络与丰巢科技就数据共享
合作形成一致意见》的信息，但未提及
双方究竟达成了哪些一致意见。菜鸟
方面回应，双方已就数据共享合作达
成一致，一起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合作，具体情况以国家邮政局的
官方信息为主。

成立于2015年的深圳市丰巢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除了顺丰，还不乏中
通、申通、韵达等公司的身影。也就是
说，顺丰希望联合同行打造一套标准
化的服务系统，甚至由此争取对国内
更大物流链路的把控权。

电商观察人士鲁振旺分析称，顺
丰的丰巢现在铺得已经很广，丰巢又
是搭着其他一些快递公司一起做的，
希望改变所谓的快递模式，即“最后一
公里”将来可能在一二三线城市都是
以丰巢作为主要的选择。如果朝此发
展，菜鸟能否拿到丰巢的数据，对菜鸟
来说会很关键，所以双方都一度把数
据接口关了。数据只是一个表象，双方
争夺数据的背后，是要争夺快递的话
语权和掌控权。

据每日经济新闻

昨日，四川今年首家上市公司华体科技
（603679）打开一字涨停板，收报27.38元，较发
行价9.44元上涨190%，总市值27.38亿元。以收
盘价计算，持股45%的成都富豪梁钰祥家族，
目前身家已达12.32亿元。

创始人家族持股占45%

据华体科技招股说明书显示，董事长梁
熹持股16.99%，董事梁钰祥持股14.21%，王绍
蓉持股14.03%。梁钰祥与梁熹为父子关系，梁
钰祥与王绍蓉为夫妻，王绍蓉与梁熹为母
子。梁钰祥一家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本总额
的45%。

华体科技今年6月21日上市，首日如期上
涨44%，随后连续收获7个一字涨停板。招股说
明书显示，华体科技前身为华体灯业。2004年
5月，华体灯业由梁钰祥、王绍蓉、梁熹等人共
同出资成立，注册资本118万元，股东资金来
源为个人及家庭积累。经过数次增资，到2012
年8月，华体灯业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股本增至6252万元。

华体科技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灯具、通用
电子产品及从事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的对
外贸易经营、生产半导体及半导体灯具、太阳能
电池组件等。2011~2012年全资收购了华体安
装、飞鹰照明、华彩设计。招股说明书表示，公司
通过以上收购，彻底消除了同业竞争，减少了
关联交易，完善了产业链，为公司规范运作创造

了条件，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63岁创始人爱玩赛车

相比做企业而言，创始人梁钰祥还是知
名“网红”。今年63岁的他热爱玩赛车、动力
伞、健身，还是近年各种汽车越野赛的常
客，江湖人称“花甲车手”。因为一组老年人
大晒肌肉和人鱼线的写真，让成都大爷梁钰
祥在网络一夜走红，甚至登上了英国的《每
日邮报》。

梁钰祥曾亲自驾车穿越欧亚大陆，横穿
过美利坚，多次参加环塔拉力赛，圈内人亲切
地称其为“梁伯”，是环塔拉力赛里少有的几
位50后。曾经有人问梁钰祥：“这么大岁数还
这么折腾，不怕死吗？”他回答道：“我们这代
人根本没有认真地年轻，那我们只能选择认
真地老去。”

作为赛车爱好者，梁钰祥曾以20万元投
资成都四二八赛车俱乐部有限公司，出资比
例10.15%，2015年8月27日，梁钰祥将持有的
该公司10.15%的股权对外转让给第三方；他
还投资过成都陆路四驱运动发展有限公司
50万元，出资比例25%。

目前已选择退休的梁钰祥将公司交到儿
子梁熹手中。1982年出生的梁熹同样爱好赛
车，参加过众多国内职业汽车拉力赛，当年一
度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达喀尔参赛车手。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通威股份1~6月大幅预增

通威股份7月2日晚间发布业绩预
增公告，预计公司2017年1~6月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亿~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0%~246%。受
业绩大幅预增影响，通威股份7月3日
收盘价5.98元，大涨7.17%。

公告分析，业绩变动的原因主要
在于公司多晶硅产能利用率同比提
升，产品单位生产成本同比降低，多
晶硅及配套产品盈利能力增强。安信
证券研报也指出，随着技改项目的竣
工，通威股份旗下永祥股份多晶硅生
产成本预计降至5.4万元/吨，远低于
行业7万元/吨的平均成本，其成本优
势显著。

此外，通威太阳能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新建1GW单晶电池产能顺利
投产并持续满产运行，增厚了公司业
绩。公司饲料业务继续强化市场营销
效率及内部管理有效性，饲料销量同
比增长。

受国内多晶硅市场需求提升影
响，目前永祥股份“年产5万吨高纯晶
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已落户乐山五
通，项目预计投资80亿元，建成后年产
值近90亿元，利税约20亿元，可解决就
业2000人。项目一期已于6月30日开
工，2018年实现投产。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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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今年首家上市公司
成都“网红”家族身家超12亿元

TCL集团昨宣布，其智能电视子公司雷鸟
科技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腾讯。
腾讯投资4.5亿元获得雷鸟科技16.67%股权。本
次增资完成后，雷鸟科技将不再是TCL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但FFalcon仍为雷鸟科技的单一最大股东。

雷鸟科技获腾讯战略投资

7月3日早间，TCL集团发布公告称，为加
快TCL集团互联网业务发展，提升互联网电
视运营能力，提高用户价值，子公司雷鸟科技
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腾讯。
TCL集团子公司TCL多媒体的全资子公司
FFalcon也同步向雷鸟科技进行增资。

公告显示，2017年7月2日，FFalcon、雷鸟
科技的其他现有股东与腾讯签署了《增资协
议》和《合资经营合同》，腾讯以4.5亿元认购雷
鸟科技新增注册资本2027.027万元，获得本次
增资后雷鸟科技16.67%的股权；同时，FFalcon
以 0.3 亿 元 认 购 雷 鸟 科 技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135.1351万元，获得本次增资后雷鸟科技

1.11%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雷鸟科技的注册资本

由1亿元增加至1.22亿元，腾讯持有雷鸟科技
16.67%股权，FFalcon持有的雷鸟科技股权比
例则将由54.05%减少至45.55%。此外，雷鸟科
技另外3位股东分别是深圳智达拓方科技合
伙企业、深圳乐享腾生科技合伙企业和深圳
市前海芬德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11.11%、
11.11%、15.56%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增资完成后，雷鸟科
技将不再是TCL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但FFalcon仍为雷鸟
科技的单一最大股东。

TCL集团表示，本次合作不仅为雷鸟科
技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TCL集团和腾讯
也将在内容共享、产品创新、市场推广、会员
运营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实现双方资源优
势互补和协同。

家电行业观察人士梁振鹏表示，雷鸟由
传统彩电企业TCL成立。作为一个新成立的
互联网品牌，雷鸟缺乏互联网基因、互联网的
人才经验以及互联网的资源，而腾讯可以提

供很多互联网基因。腾讯本身有腾讯视频，有
很多的互联网视频、影视剧内容、大屏幕游戏
等，这些都是雷鸟所需要的。此外，雷鸟经营
也需要资金，腾讯可以为雷鸟融资一部分发
展中所需资金。

雷鸟品牌发布不足4个月

2017年3月29日，TCL就曾在北京举行
发布会宣布推出面向年轻群体的互联网电
视品牌——雷鸟。TCL多媒体CFO王轶当时
表示，雷鸟是TCL的一个独立运营的互联网
电视品牌，只在线上销售。为了运营这一独
立品牌，TCL方面还专门成立了公司——雷
鸟科技，由TCL多媒体副总裁郭彤担任雷鸟
科技CEO。

公开资料显示，雷鸟科技主要从事“雷
鸟”或其未来新开发品牌智能电视的设计、生
产、制造和销售，并负责TCL多媒体及其控股
子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全部智能电视终端平台
运营。

实际上，多家传统电视厂商都在布局互

联网电视。在TCL正式宣布推出自己的互联
网电视品牌“雷鸟”之前，创维推出了“酷开”、
海信推出了“VDIAA”品牌。目前国内市场上，
酷开，小米、暴风、微鲸、VIDAA、KKTV等都在
强势发力，并且纷纷拥抱新技术，推出AI智能
语音交互功能等。

TCL集团在公告中表示，目前TV+智能电
视平台的可运营终端及活跃用户数快速增长，
基于付费内容分成、业务流量分成、服务广告
分成及有偿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也在快速推
进。截至2016年12月底，TV+智能网络电视平
台的累计激活用户为1729万，日均活跃用户数
747万，全年实现服务业务收入7229万元。

家电行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表示：“互联网
电视在2016年之前发展比较快，但是进入到
2017年的上半年之后，互联网电视明显表现
不乐观。整个互联网电视的热潮真正过去，包
括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于互联网电视的未来的
预期都在下降。雷鸟进入互联网电视的时间
是很短的，可以说是刚刚进入，它在整个行业
里还没有什么地位。”

据每日经济新闻

腾讯4.5亿元投资TCL集团智能电视子公司
获雷鸟科技16.67%股权，增资完成后雷鸟科技将不再是TCL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华体科技创始人梁钰祥晒肌肉 图据梁钰祥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