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研君去哪儿了？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
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
入市风
险自担。

公司或面临投资者索赔

成为全球最快 IPO 公司，一度备
受资本市场关注。而眼下，一方面
因涉及财务造假，瑞幸咖啡将面
临来自美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另一方面，中外投资者针对瑞幸
咖啡的集体诉讼仍在进行。据相
关律师团队称，为拓宽赔偿渠道，
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会追加安永、
瑞信、摩根士丹利、中金国际、海
通国际等中介机构作为被告，但
这些还需要随着案件发展做出后
续判断。
在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许峰看来，中外投资者向
瑞幸咖啡索赔已成定局，目前无
法预测金额。
综合证券日报、北京商报

咖啡可以提神
瑞幸却给自己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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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从“最年轻富豪”到身陷囹圄

实控人王悦
因何
“陨落”

“中国最早的个人站长”、
“ 中国最年轻富
豪”，众多抬头之下的王悦曾经光环加身。2016
年，与他一起入选“2016 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
最年轻富豪的，还有滴滴创始人程维、今日头
条创始人张一鸣。
追溯到 2005 年，王悦毕业就加入初创社
交网站 51.com，负责网络游戏业务。3 年后，王
悦辞职与冯显超一起创业，从小游戏开始，一
步步构建自己的页游帝国。2010 年，网络上“偷
菜”盛行，王悦以此为灵感，打造出爆款游戏
“楼 1 幢”，在国内外主要的 SNS 平台（校内网、
开心网等）相继上线，红极一时。2011 年，王悦
开始做页游，推出了《蜀山传奇》，随后又将《贪
玩蓝月》打造成话题不断的网红游戏。
2015 年，恺英网络以 63 亿元借壳泰亚股
份登陆 A 股，王悦成为上市公司新的实际控制
人，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从上市开始，恺英网
络便宣称将以“流量为王”为经营策略，从上市
后几年的动作来看，直播、电竞、区块链……王
悦毫不吝啬对“风口”
的追逐。
2015 年，
王悦开始向电竞业务发展。
彼时上
市公司公告，恺英网络计划开发手游模拟器
——啪啪多屏竞技平台。不过到了 2017 年，恺
英网络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被更换。
2016 年，直播行业爆发式兴起，PC 端和移
动端的平台多至上千家，
王悦也开始入局。
2015
年底恺英网络发布公告称，
将推出直播平台
“板
栗娱乐”
。
但在 7 个月后，
又宣布告一段落。
也是
从 2016 年开始，恺英网络开启了多起并购。其
中，50 倍溢价收购《贪玩蓝月》的开发公司浙江
盛和、
10.64 亿元收购浙江九翎都疑点重重。
2018 年，区块链红极一时，王悦也并没有
错过。2018 年 3 月 6 日，恺英网络在公告中确认
了与英雄互娱的区块链项目合作。今年 5 月 22
日，恺英网络回答投资者称，原则上不再（对区
块链）进行更多投资。
2019 年 3 月，深交所的问询函牵出王悦的
失联。5 月 6 日晚，恺英网络发布公告称，王悦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
拘留。红星资本局发现，王悦在失联前，已经质
押了其持有的几乎所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21.44%。且从 2018 年开始，王悦就逐渐淡
出了恺英网络的管理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野 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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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弥补与修补，就会越来越大、
越
来越严重、越来越无法自拔。
瑞幸最终自曝财务数据造假，
或许就是因为过度扩张和烧钱留
下的漏洞与缺陷已无力修补，
不主
动曝光，
一旦被做空机构和监管机
构发现，问题就更加严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
瑞幸也就成为了悲剧的
创造者，
成为自身的掘墓人。
互联网时代，企业可以通过
互联网加快扩张速度，实现规模
效益。但前提是，
必须充分尊重经
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瑞幸咖啡没
有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试图达到
业绩，实现赶超目标。显然，有这
样的雄心很好，但有这样的行动
就危险了。毕竟，
小蓝杯还没有为
广大消费者所接受，而仅仅是因
为价格便宜受到一部分消费者的
喜欢。真正的咖啡族，心里装的可
能还是“品牌”
。
不踏踏实实把品牌做起来，
只想通过烧钱把市场做得很大，
这样的设想，显然对企业发展相
当不利。从起步到上市再到退市，
市场扩张速度大幅放慢，这也是
必然的结果。
如此一来，
瑞幸的前
景也令人担忧——不能再从股市
上获得资金资源，且因为财务造
假和退市给企业形象造成极大影
响，投资者还敢不敢参与，也是一
个问题。一旦投资者对瑞幸失去
信心，等待瑞幸的，
可能就是退出
市场——破产。
咖啡能够让人提神，瑞幸却
能“ 催 眠 ”，把 自 己 催 得 糊 里 糊
涂、险象环生。退市后能否逃过
灾难，能否生存，对瑞幸来说，是
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
生死博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谭浩俊

上市公司，扰乱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直接
谴责了冯显超。
“冯显超先生是圣杯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所以我们在公开信中提到他。他主要
还是在上市公司管理中不作为。”6 月 29
日，恺英网络相关负责人回复红星资本局
称 。公 开 信 中 ，还 列 举 了 冯 显 超 的“4 宗
罪”：个人涉案后拒不配合公司进行法定
信披；公司困难时期辞去公司及子公司所
有职务；对公司解决历史问题、提升经营
管理的重大决策不予支持；枉顾自己 GP
实名举报
法定责任，
将管理失职责任强加他人。
前董事长转移数亿利益
对于前述恺英网络的回应，6 月 29 日，
现董事长欲“上位”
圣杯、骐飞股东再次回复。回复中称，骐飞
和圣杯的 GP（普通合伙人）王悦和冯显超
6 月 28 日，一个以上海圣杯投资管理
分别是恺英网络的大股东和二股东，也是
合伙企业为账号主体的微信公众号“恺甲
当时公司的最高管理人，上市时还是一致
骑士”发布了一则《恺英网络 40 多名股东
行动人。因此，恺英网络自始至终完全控
及员工实名举报》
（以下简称《举报》）文
制了圣杯投资与骐飞投资。举例来看，两
章，又让恺英网络备受关注。举报信称， 家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账册均由
恺英网络前董事长王悦转移了上海圣杯
王悦实际掌控之中，相关股权质押也是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 “由恺英网络一手操控”。不过，文章并未
称“圣杯”
）和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
对“冯显超策划碰瓷”进行回复。6 月 29 日，
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骐飞”
）股东的
红星资本局发送采访提纲至圣杯、骐飞股
数亿元利益。现任董事长金峰则更是“吃
东的邮箱，
不过至截稿时暂未得到回复。
人不吐骨头”，用非法手段背后推动恺英
对此，恺英网络上述人士对红星资本
网络对外质押的股票，不断以低价接票以
局表示，公司并未持股骐飞、圣杯两家公
获得股权。
司，
也完全没有插手其相关业务。
《举报》称，2015 年恺英网络借壳上
市。上市前夕，恺英网络为了感谢为公司
麻烦缠身
奉 献 近 十 年 的 老 员 工 ，内 部 出 台 了 1.28
前三大股东相继被查
元/股认购的股权激励机制，持股平台为
去年亏损 18.51 亿元
上海圣杯和骐飞。然而，6 年之后，圣杯与
骐飞在几经努力拿到相关财务资料后突
然发现：作为恺英网络的股东，不但没有
王悦、金峰、冯显超三人是什么关系？
据红星资本局梳理，冯显超是王悦在长安
分红的可能，所持有的股票几乎已经被质
押、被处置、或马上要被拍卖。
大学的校友，与王悦共同创办了恺英网
根据《举报》一文中表述，王悦作为圣
络，曾任恺英网络的副总经理。金锋则是
2019 年 3 月 20 日恺英网络新一任董事会
杯、骐飞的实际控制人，签署不对等协议
为他人输送利益，并私自将两家平台的股
选出的董事长，此前任浙江盛和网络科技
票质押，导致圣杯和骐飞欠下巨额债务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盛和”
）总裁及
无法清偿，被质押的股票已经或正在被海
CEO。浙江盛和即《贪玩蓝月》的研发商，
通证券拍卖，其中圣杯的股票几乎已经被
2017 年，恺英网络收购了浙江盛和 51%的
股权，
累计持有浙江盛和 71%的股权。
私下处置完毕。恺英现任董事长金锋则不
断动用不明来源资金，使用非法手段背后
如今，这三人都麻烦缠身。2019 年 5
推动恺英网络对外质押的股票，不断以低
月，王悦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刑事拘
留；冯显超、金峰也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价接票。
“ 金锋的目的是成为恺英网络的
第一大股东、实控人，取代前任董事长王
罪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如今，王悦身陷囹
悦。
”
《举报》中提到。
圄。若正如恺英网络所言，此次《举报》是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最近，金锋的确
由冯显超“筹划碰瓷上市公司”，这场口水
多次增持公司股份。自今年 3 月起实施增
战，
则只有冯显超、金峰两方参与。
红星资本局梳理，2019 年实属恺英
持计划，截至 6 月 3 日完成，金锋累计增持
金额超 4.59 亿元。增持后，占公司总股本
网 络“ 水 逆 ”的 一 年 。除 了 上 述 王 悦 、金
6.89%，根据此前 1 季报披露的数据，截至
峰、冯显超被逮捕、立案调查，还有总经
理陈永聪等 4 名董监高均被有关部门立
目前，金锋已成为仅次于王悦、冯显超以
外的第三大股东。
案调查，涉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多项
指控。去年 7 月，已经离任的监事林彬因
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上海
公司回应
市公安局逮捕。
举报系“无端指控”
2019 年 10 月 9 日 ，恺 英 网 络 因 涉 嫌
公司二股东策划“碰瓷”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尚未结案。同年 12 月 19 日，恺英
6 月 28 日晚间，恺英网络火速发布公
网络收到娱美德公司“天价索赔”，恺英
开信回应《举报》，称这是“无端指控”。恺
网络控股子公司浙江九翎收到代理律所
英网络称，
《举报》中无端指控公司参与了
提供的《传奇 IP 开庭陈述》，传奇 IP 株式
圣杯投资、骐飞投资两家合伙企业自身的
会社主张，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18 日浙江
商事行为，将两家合伙企业历史商业活动
九翎应向其支付 76.62 亿元。到了今年 4
的现实困境责任归咎于公司。
“ 公司非常
月，不堪重负的恺英网络公告，子公司上
同情所有合伙人尤其是有限合伙人的现
海恺英将其持有的浙江九翎股权返还给
实困境，但公司对两个合伙企业没有任何
原股东，原股东向上海恺英返还股权转让
法定义务。
”恺英网络表示。
价款 9.6 亿元。
有意思的是，恺英网络的公开信中也
据恺英网络 2019 年财报显示，其 2019
提起了除了前、现两任董事长以外的第三
年 全 年 营 收 为 20.37 亿 元 ，亏 损 18.51 亿
个人，即上述第二大股东、联合创始人冯
元。到了 2020 年一季度，报告期内，恺英网
显超。
“ 涉案后不但很少参与公司治理活
络共实现营业收入 4.23 亿元，同比下降近
动，反而在公司解决历史问题中反对管理
四成，净利润虽然盈利 2974.05 万元，但较
层的努力，甚至筹划这次《联合声明》碰瓷
上年同期下滑超六成。

年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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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瑞幸咖啡在纳斯
达克停牌，并进行退市备案。媒体
通过天眼查获得的数据显示，
2020 年 至 今 ，瑞 幸 咖 啡 仅 新 增
186 家 企 业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速
为-80.6%。这也意味着，其扩张
的步伐明显放缓。
瑞 幸 从起 步到上市再到退
市，可能创造了企业的一个“奇
迹”，必将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被
广泛引用。只是，这样的典型案
例，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是负面
教材。实际上，自瑞幸咖啡提出发
展目标和加快扩张步伐的那一刻
起，就有很多人为之担心，认为按
这样的发展模式和扩张方式，早
晚有一天会倒下，成为商业史上
的一个悲剧。
只是没有想到，这个
悲剧会来得如此迅速。
这个曾扬言要对标星巴克的
小蓝杯，
之所以得到一部分消费者
的喜爱，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价格便
宜。而如此价格，
以及疯狂的扩张
速度，是需要用烧钱来满足的。一
旦资金跟不上，
就有可能一步也迈
不开。瑞幸为什么要匆忙上市，原
因之一，
就是资金需求量太大。
问题的关键在于，快速扩张
是要有基础的。基础没有扎牢，单
凭概念来扩张，必然要为此付出
代价。尤其是业绩，会因为过度扩
张而无力支撑，无力满足企业正
常运营的需要。做空机构为什么
能对瑞幸实施有效狙击，正是因
为其发展存在着规律上的漏洞，
以及天生的市场缺陷。一旦这些
漏洞和缺陷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

“大家好，我系渣渣辉，和我一起来玩贪玩蓝月
吧！
”2017 年，
这句张家辉的广告词让网页游戏《贪玩
蓝月》
“出圈”，也让游戏背后的运营公司恺英网络备
受关注。然而，进入 2019 年以后，恺英网络的麻烦事
就接踵而至：原董事长、实控人王悦失联、被抓，多位
高管被查，
巨亏近 19 亿……

6 月 28 日，恺英网络 40 余名股东员工
又通过公号“恺甲骑士”发布实名举报信，
直指其通过圣杯、骐飞两家合伙企业的数
亿元利益被王悦转移，而现任董事长金锋
则试图“上位”，用低价在二级市场增持以
成为恺英网络的第一大股东和实控人。随
后，恺英网络则火速回复，称公司第二大
股东冯显超“筹划这次《联合声明》碰瓷上
市公司，
扰乱上市公司经营管理。

瑞幸咖啡正式退市
该 来 的 还 是 会 来 。6 月 29
日，瑞幸咖啡正式退市，这一场
从年初开始的“闹剧”也将随之
结束。从被做空机构狙击，到自
曝财务数据造假，曾扬言对标星
巴克的小蓝杯轰然倒塌。6 月 28
日，在瑞幸咖啡退市前夜，天眼
查数据显示，2020 年至今，瑞幸
咖啡仅新增 186 家企业，较去年
同期增速为-80.6%。这意味着，
瑞幸咖啡开店速度自年初起已
经开始放缓。此前，瑞幸发布声
明称，全国 4000 多家门店依旧正
常运营。
从公司试营业到 2019 年 5 月
17 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上市，瑞
幸咖啡仅花费了 18 个月的时间，

恺英网络

财经 证券

昨天，突然有朋友问我，你们
“道达号”微信公众号的钱研君去
哪儿了，上周六，
怎么没有看到最
新一期的《钱瞻研报》啊？后来，小
编也跟我说，
最近两天，不少道达
号粉丝在后台留言，说钱研君为
啥不更新啊，
“急，在线等！”
看来，一周不见钱研君，很多
朋友都想他了。不过，达哥倒是在
想，大家是真的想钱研君了，还是
想看钱研君分享的行业公司了？
昨天，达哥专门找钱研君了解了
一下情况。
说实话，达哥也好多天没见
到钱研君了，昨天专门给他打了
一个电话。结果，
刚刚过去的端午
节，钱研君跑到大理度假去了。他
还说，
“ 虽然人不多，但大理简直
不好耍，而且疫情对旅游行业的
影响还是很大，这个难关感觉不
是那么容易度过。”钱研君还说，
其实不仅仅是旅游、航空、餐饮、
影院等，还有很多行业可能都还
暂时难以摆脱困难局面，他让我
给道达号读者带个话：这些行业，
暂时还是都别看了。
钱研君是达哥去年给“道达
号”微信公众号引进的一位投资
高手，关系很铁。所以，我也不跟
他客气，
“ 大家都在问你，为啥周
末不更新《钱瞻研报》？”钱研君
说，本来这个栏目就不是每周末
都要更新，如果遇到传统节假日，
还是会暂停更新的。不过，钱研君
强调了一点，千万不要每周末都
要想到看最新的研报分享。大家
如果有心的话，可以把几周前甚
至几个月前分享的行业板块，拿
出来再研究一下，真正的
“金矿”，
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

听他这么一说，达哥把钱研
君上半年的文章翻出来看了看。
有些板块，刚刚分享出来的时候，
可能还不显山露水，但稍微过一
段时间，很多公司就开始表现了。
达哥印象最深的有几个板块。一
个是 6 月初分享的证券 IT，就是
恒生电子、东方财富等公司，
回过
头来看，最近几周真的涨疯了。
第
二个是 5 月中旬分享的尾气排放
题材，两家公司印象最深，贵研铂
业和艾可蓝。
昨天，
贵研铂业又是
逆市大涨 8%并创新高。第三个是
3 月底分享的调味品行业。这个
行业牛股更多，比如天味食品、
千
禾味业等。在昨天大盘调整的情
况下，这些公司都在创新高。
看到这些公司的表现，
达哥也
是羡慕不已。
于是，
又细品了一下。
确实，
很多公司刚开始表现比较温
和，
但过了一段时间，
趋势就走出来
了。
所以，
虽然钱研君消失了一周，
但大家不要着急，
等他挖掘出新的
行业板块时，
我们可以再耐心跟踪。
再说昨天的行情，大盘调整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调整力度
完全可以接受。沪指跌了不到 20
点，
创业板指数跌了不到 10 个点。
毕竟，A 股的走势，比前期海外市
场的大跌还是要强得多。表现相
对较弱的是半导体、
5G、
消费电子
等，这些都是节前比较火热的板
块。另外，
昨天跌停个股相对算是
比较多的。中关村，
节前炒作了一
把黄光裕假释出狱的事情，上周
三涨停，
结果昨天就遭跌停。
最后，再说一下对后市的看
法。A 股昨天扛住了海外市场大
跌带来的冲击，接下来达哥是不
悲观的。只要海外市场止跌反弹，
那么今天大盘有望重新回到上升
趋势。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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