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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信息预亏 18 亿“蛇吞象”并购致商誉爆雷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第一梯队。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力 源 信

论的漩涡中。这源于力源信息刚
发 布 的 2020 年 业 绩 预 告 ，其 预 计

的净利润亏损 16 亿元～18 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这

一经上市便大举外延式并购
之旗，从行业第 19 位一跃成为行业

息”，300184.SZ）此前在资本市场上
如鱼得水。

2020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3 亿 元 ～
10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1.56% ～

不仅是力源信息上市以来的首度
亏损，而且其亏损的金额已达上市

前五，跻身国内电子元器件分销商

但近日，力源信息却置身于舆

20.80%，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以来净利润的总和。

成也华为败也华为
对于华为订单减少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上述工作人员对
记者表示，
公司无法准确地预测出时间。
虽然商誉减值是导致力源

市场——手机市场格局发生了较

信息亏损的直接原因，但力源
信息将商誉减值的责任归咎于

大变化，
导致公司手机行业销售
规模下滑。公司是日本索尼

来自于华为订单的减少。

CMOS传感器芯片在国内手机领

一年亏空九年利润之和
力源信息表示，
即使对三家标的公司进行了商誉减值，
也不会影响对三家标的公司的战略规划。
力源信息表示，2020 年，受

域最重要的代理服务商之一，
公

4176 万元，完成率 100.93%；稍晚并

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特
别是华为的封锁打压因素，公

司间接客户为华为、
小米、
OPPO、
vivo等手机厂家及其代工厂。随

销业务及自研芯片业务、下游解决

购的武汉帕太，也在 2018 年实现净

司销售收入较 2019 年下降约

着 2020 年疫情在美国的流行蔓

方案和模块的研发、生产、销售以

利 润 为 2.8169 亿 元 ，承 诺 净 利 润

21%，其中索尼 CMOS 芯片的

延，
特朗普政府对华为不断升级

2.7585 亿元，
承诺完成率 102.12%。

销售收入下降约 33 亿元，
同时

施压手段直至彻底封锁，
公司对

资料显示，力源信息的主营业

后 的 净 利 润 4214.64 万 元 ，承 诺

务包括上游电子元器件的代理分

及泛在电力物联网终端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力源信息于 2011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虽然收购为力源信息带来了

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下游行

华为的间接销售也随之逐渐下

业绩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巨额的

业客户需求放缓，分销行业市

降，
公司的索尼 CMOS 传感器芯

在上市之初的 2013 年，
力源信

商誉。力源信息 2020 年半年报显

场竞争加剧，公司销售毛利率

片全年销售收入从 2019 年略超

息便提出了外延式并购发展的战略

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

下滑，叠加影响造成三家收购

80 亿元，下降到 2020 年近 50 亿

规划，力争在电子元器件分销商领

商誉账面原值为 23.37 亿元，商誉减

标的 2020 年出现了减值迹象。

元。

域充当行业的领导者和整合者。其

值准备金额为 1.24 亿元，商誉账面

先后对鼎芯无限、飞腾电子和武汉

价 值 占 资 产 总 额 比 例 的 33.96% 。

帕太实施了并购，并参股电商云汉

其中作为此次商誉减值幅

不过 ，对于华为订单减少
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上述工

其中，2017 年 3 月，力源信息通过发

度最大的武汉帕太，
代理销售 20
多家国内外著名电子元器件原

芯城。短短三年时间，力源信息就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武

厂的产品，
其中第一大客户为宁

马不停蹄地实施了三项并购案，耗

汉帕太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多久公司也不清楚。不过从其

资 32.58 亿元。在完成大举并购

交易价格为 26.30 亿元，产生商誉

波舜宇，
力源信息向其供应索尼
公司 CMOS 芯片，宁波舜宇加

后，
力源信息跃居行业前五，
正式跻
身国内分销商第一梯队。

19.89 亿元。
而力源信息此次亏损正是商誉

工成摄像头模组后销售给华为

情况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公司无法
准确地预测出时间，将会持续

对深交所的回复中来看，这种

对于巨亏原因，力源信息解释为，对三家收购来的公司预计计提商誉减值金额约 18 亿元～19.5
亿元。

公司，华为系 CMOS 芯片最终

力源信息表示，
从武汉帕太

客户，
为力源信息的间接客户。

来看，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依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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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市场对力源信息大

减值导致的。力源信息 2020 年业绩

举并购的行为存在诸多质疑，但其
在当时交出了让人颇为惊喜的答

预告显示，
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亏损 16 亿元～18 亿元。对

那么商誉则有减值的风险。商誉

誉进行了测算，具体的金额由他们

与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的最大区

通过测算得出。依据当年各收购

华为对 CMOS 的需求增大，增

市场的变化，
此种变化将在一定

卷。根据力源信息历年年报，在完

于巨亏原因，
力源信息解释对上述三

别是不用摊销，由于不用摊销，商

标的的经营情况，并结合当时的外

家收购来的公司预计计提商誉减值

2017～2019 年，力源信息实现的归

金额约18亿元～19.5亿元。

誉容易被某些上市公司用来调整
利润，为了避免出现亏损，该计提

部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对三家公
司未来的经营进行预测，根据测试

加了订单量，
因此武汉帕太 2019
年华为项目的收入大幅增长，
华

时期内存在，
同时市场竞争加剧

成 收 购 后 ，其 业 绩 突 飞 猛 进 。

为项目占收入的比重也从 2018

年将维持2020年的毛利率水平。

结果进行了减值准备的确认，不存
在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调

2019 年手机多摄模式兴起，

有不确定性，
由此导致手机通讯

造成毛利率下滑的因素，
预计今

母净利润分别为 3.24 亿元、3.57 亿

值得注意的是，2011～2020 年

元、1.92 亿元。而在此之前，2011～

前三季度，力源信息实现的归母净

减值准备时不计提，或者在公司业
绩出现亏损的时候一次性计提减

2016 年，其归母净利润仅为 2419.79

利润累计数约为 11.89 亿元，剔除

值准备，从而导致上市公司出现巨

节利润的情形。商誉减值不会对

但是进入到 2020 年，
美国接

万元、1905.25 万元、1710.75 万元、

2020 年前三季度的 1.54 亿元，上市
9 年累计盈利 10.35 亿元。也就是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二连三地对华为进行
“制裁”，
武
汉帕太华为项目收入减少，
尽管

货周期延长，
市场供应出现紧张

2030.99 万元、3702.22 万元、4734.90

额亏损。
事实上，
从 2019 年开始，
商誉减

万元。

说，因商誉减值，力源信息 2020 年

值导致的业绩亏损屡见不鲜，其根

三大并购后其每年也以“有惊

将迎来公司上市以来首亏，且一下

无 险 ”的 业 绩 表 现 完 成 了 对 赌 协

子亏掉了前 9 年归母净利润总和。

源在于 2014 年以来的并购重组潮，
并购重组一般有三四年的观察期和

议，成为了力源信息业务格局中的

不过，一位上市公司高管对记

关键一环。数据显示，2017 年，鼎

者表示，商誉减值是合并报表层面

水退去，
便知道谁是裸泳者。

源信息在披露业绩预告后，近期股

芯无限全年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5501.02 万元，承诺 5400 万元，完成

产生的，与业绩对赌不是直接的关
系。商誉减值与企业永续经营相

不过，力源信息证券部的工作
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

关。如果企业永续经营存在瑕疵，

们是聘请了专业的证券机构对商

率 101.87%；飞腾电子全年实扣非

业绩承诺兑现期。当并购重组的潮

年的 35.70%上升至 58.29%，对
华为收入达61.31亿元。

不过，
力源信息对未来的发
展比较乐观，其表示，2020 年底
开始，各大 IC 原厂产能吃紧，交

情绪，
力源信息在目前代理有欧

力源信息表示，即使对三家标

其他行业收入略有提升，
但仍未

美、日本、中国等 100 余条产品

的公司进行了商誉减值，也不会影
响对三家标的公司的战略规划。

能弥补华为项目下降收入的损

线，
与各原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公司将利用这些优势为客户寻找

不过，反映在二级市场上，力

30.90%，
仅有 26.68 亿元。
对此，
力源信息表示，
2020年

资源，
增加销售。并将加大其他

价走势颇为疲软，处于连续下跌状
态。截至 2 月 3 日收盘，报收于 3.45

由于疫情因素影响，
同时美国政

品牌收入在公司销售收入中的占

府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掀起新一轮

元/股，
总市值为 40.6 亿元。

疯狂打压，
公司重要的行业应用

比，
降低因外部不可预测政策因
素对销售的影响。

失，
营业收入总额较 2019 年下滑

手机品牌的营销力度，
扩大其他

饷店新电商模式下的店长
“众生相”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就业新机遇
“是饷店把我从每天围着孩

始播货了，
小孩子就让他站在他身

身体方面，
这份工作都很适合她。

子照顾起居的枯燥生活中解脱出

边。
”
冷静表示，
爱库存的小 b（指店

来，
”
店主刘童说，
“我现在要做的就
是把我的小事业经营好，
让更多的

主）主要群体是宝妈们，在条件很
差的纺织品仓库里的确不方便，
因

店主王老师曾是一名穿搭方
案个人培训讲师，
有十七年的授课
经验。一个偶然的机会，
开始与饷

人信任我，
看到我卖的好东西。
”

此爱库存开发了线上，3 个月就开

店合作并开始授课。目前，
她每天

始内测。

都在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店，
并亲自

2021 年春节即将来临，电商年
货节陆续进入尾声。近期，黛米集
团旗下品牌“慕梵”与电商基础设施
提供者梦饷集团（原“爱库存”
）旗下
去中心化品牌特卖平台“饷店”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约。梦饷集团

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
入背后，是饷店为广大女性群体

梦饷集团通过成就店长，
成就

撰写 4000 字以上的货品文案。如

提供公平的资源分配，以及促进
女性独立思考与经济独立的机

了自己。有数据显示，
饷店店主中

此的干劲十足，
不仅因为有了一个
稳定的供货平台，
同时还能帮助到

正逐渐进入电商一梯队的行列。
此前，梦饷集团宣布完成 C 轮

会。
“当看到孩子在仓库地上玩可

基本为女性，
其中大部分是宝妈或
二宝妈。据了解，
店主作为一项新

乐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线上平

兴职业，尤其在疫情下，为众多因

饷店的发展离不开店主的支

台，能让妈妈的工作环境和孩子

为照顾家庭或其他原因而放弃工

持。冷静表示，APP 在内测阶段

新消费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

的成长环境好一些。”梦饷集团创
始人冷静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

作的女性重新提供了就业机会，
让

时，所有的需求都是原来这群种
子用户提的。
“第一个月虽然只有

并处于坚韧的上升期，因为我们

群、
喜欢向他人分享，
并且能从中感

每个人都相信，遇到困难必须“事

受到快乐，
这是她们的优势，
也是女

50 多万元的销售额，但增长的很

性群体的新力量”
，
梦饷集团董事长
王敏说，
“女性们的就业问题不仅仅

融资，由阳光保险领投，诺亚财富及
老股东君联资本、创新工场跟投。
旗下饷店在新消费领域的主要特点

更多的人，
更多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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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去中心化，人们购物不再需要
去大平台海量的商品中去寻找，店
主将高性价比的商品筛选出来直接
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她们重振自我，
同时也为大量各行
各业的职场女性助力赋能。

梦饷集团在开线下店时，
认识

新闻专业出身的艳杰 2018 年

快，8 月份就增长到 500 万元，9 月

在人为”。
政策为“新个体经济”积极松

了第一批将一二线城市才有的品

回到老家后，
考入了重庆日报集团

份大概在 1000 万元的销售额，公

绑，
“地摊经济”唤回了人间烟火，

解决的是经济上的就业问题，
更是

牌产品带到四五线城市的代购

成为了一名记者，
回到家人的身边

新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灵

关系到在女性新时代中，
女性发展

们。这些代购们到店里来，
把衣服

再加稳定的工作，
一切都开始向上

司整体增长速度很快。
”
“增长如此之快的核心原因是

活自主就业形式得到充分发展，

的价值与尊严问题。饷店不仅能帮

放在地板上通过图文形式在微信
群里直播，
将群里拍下的产品用一
个工业麻袋带回家做二次分发。

向好发展。然而命运弄人，
第二年
她被确诊患了乳腺癌。
“为了养病，

满足了两端的刚需求，
一端是品牌
方需要有这样私密可控的快速渠

吸纳的就业人数也越来越多。与
传统电商相比，新电商的就业门

助女性创业创收而且还能提升她的
个人魅力，
丰富她的社交圈子，
减轻

只能离开工作岗位”
，
但清闲的生活

道，能够快速的规模化出货，快速

槛相对较低，但参与度更广，为女

她的家庭负担，
让其自身的价值得

“2017 年 4 月份，丈夫说他白

并没有让艳杰安下心来，
反而让她

性就业和灵活就业提供了新机

到最好的实现。
”

天去仓库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孩子

如坐针毡，
艳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回笼资金；另外一端就是小 b 端需
要有这样稳定的货源，
需要有好的

把可乐倒在地上，
然后用手一直在
摸可乐，摸完就往嘴巴里放，他在

说道，
“看着身边的同龄人干得红红
火火，
有加薪的有晋升的，
感觉人生

工具和产品。
”
冷静认为。

济的创新创业者们，为线上新个
体的发展努力打造的基础。

作，
收入将会中断。
饷店店主丽丽曾对生活充满了

边上一直叫着谁家的孩子，
但没有

没有了方向。
”

冲 击 ，也 正 在 深 刻 地 改 变 社 会 。

“社交网络的出现，让女性得

效、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新时代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加入了饷
店，
艳杰通过 5 个月的努力，
实现了

面对困境 ，有的人“退居二线”，

以将磅礴的消费力，
转化成对于商

下的新形势促使人们生活方式发

疑惑，
毕业后这几年在郑州、
深圳、
杭

人理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
身上背着一个小孩的妈妈走过来，

有的人临危见机、奋起直追。目

业社会的影响力。本身对健康和美

生改变，在线经济也呈现出了爆

州多个地方都待过，做过课程顾问、
电商、
设计等。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年

把小孩就牵走了。然后，
自己又开

经济独立。不论是收入方面，
还是

前，我国正从疫情的泥淖中复苏

有着更高要求的女性，
喜欢参与社

发式增长。

有望达到千亿级别。一时间，互

店店主这个专属的“个人购物管

改委等部门印发意见，
鼓励
“副业创

长的任务非常简单，
前期主要作为

向消费者进行推荐，极大提升了购
物的效率。
除了提升效率以外，就在国家
鼓励“副业创新”时，饷店生态中的
店主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新
模式。疫情不仅给国内外经济带来
了冲击，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摧毁
平静安宁的生活有多“容易”。数据
显示，在可支配收入中，有 73%来自
于劳动所得。也就是说，收入中绝
大部分是来源于工资。一旦丢失工

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较大

遇。而这些，都离不开在线新经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数
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 1/3 以上，
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提质增

龄不是问题，能去得了远方、也能回

新电商模式下的商机
得去故乡。但在今年，
年龄却成为她
最大的门槛。因为疫情下岗后，
丽丽
在求职、
感情等方面接连遇挫。

店主这个角色在饷店中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腾讯通

联网巨头们纷纷入局、圈地扩张：

家”
，
除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筛选商

新”
，
正式为兼职和副业
“正名”
。意

中转站，
让地推们拉到的附近新用

丽丽的遭遇不是个例。在面对

过微信等社交工具连接了人和

从团长到 BD 再供应链、物流，补

品以外，
还在整个消费过程中提供

见明确，
要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

户能够到门店里提货，
在附近用户

社会竞择，尤其再叠加疫情等不可

人，阿里巴巴、京东通过电商平台

贴烧钱之势凶猛。据公开融资信

全程服务，
消费者无需从众多的商

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打造兼职就业、

稳定后，
每天筛选低价商品，
通过微

抗外力时，那种被“大势”所裹挟的
无力感，
让她们觉得“人生如浮萍”。

连接了人和商品，那么店主实际

息统计，今年，国内社区团购平台

品中进行挑选，
也无需对商品信息

副业创业等多种形式蓬勃发展格

信群组织用户们继续在平台上下

上就是新消费时代连接商品、服

的整体融资规模，
已经突破百亿。

进行比对研究，
就可以轻松买到想

局。在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紧

单。无论是饷店店主，
还是社区团

后来，
丽丽加入了饷店，
开始尝试

互联网分析师于斌认为，
一方

要的东西，
轻松解决了自己的选择

密结合的背景下，
“副业创新”
不仅

购团长，
正是凭借这些海量的连接

向自己的社群提供产品。在与饷店一

务和消费者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包

面，
互联网的人口红利渐弱的背景

困难症，
让
“剁手”
变得更容易。这

有利于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
也能

者，
行业才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起成长的过程中，
她不仅有了可观的

括社区团购的团长和中小店长等

下，
熟人社交下的团长给流量枯竭

就不难理解，
饷店为什么一直将店

有效为经济发展贡献新动力。

收入，
也找到了精神层面的归属感。
丽丽只是饷店超 200 万名普通

职业随着巨头的进入正在崛起。

依旧的互联网行业带来了新的血

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社区

液；
人们目前购物的
“主要矛盾”
似

店主之一，也是去年以来灵活就业

团购市场发展迅猛，市场规模预

乎已经变成了个人有限的时间精力

大潮的一个缩影。

计将达 720 亿元。到 2022 年，则

与海量的商品信息之间的矛盾。饷

新消费的潮流已经不可阻

和饷店店主比较类似的，
则是

挡。无论是产业的爆发，
创业者的

线下的社区团购团长。疫情改变了

纷纷加入以及产业新机遇持续涌

不少人在做主业的同时也在进行副

人们的消费习惯，
也让社区团购这

现，都将推动新消费成为 2021 年

业的创新。公开资料显示，
国家发

个赛道红到发紫。作为社区团购团

的最大趋势。

而另一方面，
因为疫情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