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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资金逾 50 亿元！

宁波“隐形资本”
再度浮现 A 股市场
记者 程旭辉

这是潜藏在宁波的一批“隐形资本”，其中的玩家，曾经在顺
丰借壳上市过程中狂赚百亿，还有一部分更是与姚明、鹿晗、黄晓
明、黄渤等一众体育、娱乐界明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支“隐形”的资本力量，9 月 11 日晚间随着 2 份上市公司公
告，再度浮现 A 股市场。几个玩家所涉资金总量，超过 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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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出场的，名叫宁波盛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与上市公司世纪华通 （002602，SZ） 有关，涉及现金 29.3
亿元。
世纪华通早在去年初即因其第一大股东浙江华通控股集团宣
布收购知名游戏厂商盛大游戏近半股权而闻名资本市场。在此之
前，华通控股和世纪华通 2 名董事已经持有盛大游戏 43%股权。
今年 6 月，世纪华通宣布停牌，正式开启盛大游戏注入事项。
9 月 11 日晚间公告，世纪华通公开了收购盛大游戏的交易方
案，拟向 29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盛跃网络 100%股权——盛跃网络，即是盛大游戏。标
的资产交易价格，预估为 298 亿元之巨。
而宁波盛杰，就是这 29 名交易对方之一。
注册在大榭开发区的宁波盛杰，持有盛跃网络 9.83%股权。
根据公告，世纪华通将支付现金约 29.3 亿元，购买这部分股权。
据天眼查资料显示，宁波盛杰的股东包括世纪华通副总裁、董事
邵恒及其关联企业，以及华西村所参股的企业等。
在这笔交易中，还有另外 3 家宁波资本公司的身影，分别是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世互联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殊
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公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各持有盛跃网络 0.22%、1.03%和 1.09%的股份。
按照公告，世纪华通此次拟以股份方式支付对价约 3.2 亿
元、3.08 亿元、6500 万元，分别收购宁波公佑、殊一投资、盛
世互联各自所持盛跃网络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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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出场的 2 家宁波资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利欧股份
（002131，SZ） 有关，涉及资金约 16.2 亿元。
利欧股份 9 月 11 日晚发布的一份股权收购公告中披露的信
息，引发了包括证券时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在内的财经类传统媒
体以及众多财经类自媒体的关注，其热度较世纪华通巨资收购盛
大游戏还要高。
因为利欧股份公告已签署框架协议、准备出巨额现金收购
的，是一家主营微信自媒体的内容营销公司的股权。而此前的这
一类收购案，已经引发过巨大争议。
今年 5 月，上市公司瀚叶股份 （600226，SH） 公告称，拟耗
资 38 亿元，收购一家叫量子云的公司。量子云运营着 981 个微信
公众号，其中包括粉丝量逾 1500 万人、知名的“卡娃微卡”等。
旋即，瀚叶股份引来了上交所的问询函以及投资者的一连串
追问。之后，瀚叶股份将量子云 100%股权的估值由 38 亿元调整
为 32 亿元，但很快又收到了上交所的二次问询函。3 个月过去
了，瀚叶股份至今仍未回复上述问询。
利欧股份此次公告要收购的，是同样主营微信公众号的苏州
梦嘉传媒有限公司的 75%股权，作价 23.4 亿元——即苏州梦嘉的
估值高达 31.2 亿元。
据公告披露，苏州梦嘉运营的自媒体，内容涉及生活、时
尚、母婴、文学、搞笑、歌舞等领域，已积累约 2.8 亿名订阅用
户。该公司号称是国内排名前 5、江苏省内最大的新媒体自媒体
企业；8 月 21 日，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网站名城苏州网对其
进行过专访报道，报道标题为 《订阅用户 3 亿人次 探访苏州最
牛“微信号运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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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州梦嘉的大股东，是宁波 2 家注册在江北洪塘的资本
公司——宁波妍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熙灿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这 2 家公司合计持有苏州梦嘉
75%的股份。另外，一名叫张地雨的 90 后，持有苏州梦嘉另外
25%股份。
按照利欧股份公告，宁波妍熙将向上市公司转让其持有
的苏州梦嘉 35%的股权，宁波熙灿转让所持 17%股权——按
照苏州梦嘉 31.2 亿元的估值，这 2 家宁波资本公司将因这笔
交易收进约 16.2 亿元现金。而拟转让 23%股权的 90 后张地
雨，更是将成为身家逾 7 亿人民币的亿万富翁。
9 月 12 日，利欧股份强势封涨停，其中闪现了宁波游资
的身影——包括方正证券宁波分公司等在内的营业部净买入
逾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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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宁波“隐形资本”们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露脸。
去年 2 月底，借壳上市的顺丰控股 7 天飙涨 74.78%，市
值增加约 1250 亿元。当时，一家名为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注册在梅山的宁波资本公司，位列顺
丰控股第 2 大股东，因此，跟着狂赚了上百亿。
更早时候，篮球明星姚明旗下的基金于 2016 年 2 月落户宁
波梅山；由任泉、李冰冰、黄晓明、章子怡、黄渤共同出资组
建的 Star VC，则于 2016 年 8 月落户梅山；去年 2 月，由鹿
晗和新希望集团共同成立的“清晗基金”
，同样落户梅山……
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有更多的鲜为人知但能量
巨大的宁波“隐形资本”会在资本市场上一露峥嵘。
显然，这些资本公司虽落户宁波，但它们的业务主体却
落在外地，无论是顺丰快递还是盛大游戏，抑或是在苏州的
那些鲜为宁波人所知的微信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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