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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级借壳
中概股回归首现宁波企业身影!
记者

王婧

中概股回归 A 股的清单上，有一长串显赫的名字：完美世界、分
众传媒、巨人网络、三六零……
如今在这样的豪华阵容中，得添上一个低调的名字：宁波科元精
化有限公司。
4 月 8 日晚，仁智股份 （002629） 重组预案出炉，前年从美国纳斯
达克退市的科元精化，如今作价百亿元，以借壳方式准备回归 A 股市场。
科元精化，有什么来头？

A. 作价百亿借壳上市
仁智股份是温州一家以油气田技术服务和石化产品销售为主
营业务的企业。2011 年登陆 A 股中小板。Wind 资讯显示，该公
司 2015 年出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预计 2018 年净利润亏损额扩
大到 6.33 亿元。
科元精化则位于宁波经济开发区青峙工业区，其前身为成立
于 2007 年 4 月的宁波科元塑胶有限公司。公司主要致力于发展以
燃料油深加工为主的高端精细化工业务。
根据重组预案，仁智股份此次资产重组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
其中，仁智股份拟置出资产的初步作价为2.5亿元，标的资产的
初步作价为103亿元，上述差额100.5亿元分为科元控股持有的科元
精化97.37%股权扣除与置出资产置换的部分以及科元天成、宁波升
意、宁波柯齐、宁波韩泽、宁波永昕各自持有的科元精化股权部
分。而上述股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陶春风。
该差额由仁智股份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科元控股、科元天
成、宁波升意、宁波柯齐、宁波韩泽、宁波永昕购买，发行价格
为 3.8 元/股，发行规模约 26.45 亿股。
公告显示，交易完成后，仁智股份除保留资产以外，原有经营
性资产置出，科元精化成为仁智股份全资子公司。
提及此次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初衷，仁智股份也毫不避讳：近年来，因公司
管理不善，主营业务持续萎缩，利润严重下滑。另外，2018 年以
来，受多个诉讼事项影响，公司整体流动性趋紧、资金紧张，经营
压力较大，主营业务发展严重不达预期，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
在此背景下，公司意欲寻找较强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注入，
以期短期内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在 2016 年，西藏
瀚澧通过受让股份成为仁智股份第一大股东。此后，该公司曾筹
划过重大资产重组，但未能成行。
对于本次交易，仁智股份表示，此次重组将有助于公司创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重组方案一经披露，仁智股份便连续收获 3 个“一字板”涨
停，至昨日收盘价为 6.03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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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内清洗剂行业稳坐“头把交椅”
财务数据显示，科元精化 2016 年至 2018 年营业收入
分别为 35.68 亿元、49.57 亿元和 100.33 亿元，分别实现
净利润为 1 亿元、6987.07 万元和 5.74 亿元，2018 年度的
净利润同比增幅达 7 倍以上。
科元精化的“强项”是将大宗化工产品经过深加工
以后转化为高档溶剂和化学清洗剂，产品广泛应用于化
工、印染、制药、食品、精密电子、光学等行业。
“不仅在止痛喷雾、杀虫剂、除锈剂以及摩斯发泡剂
中广泛应用，而且每台手机出厂前，都要经过化学清洗
剂的清洗才能出厂。因为市场占有率大，连大富士康都
是其忠实用户。
”
近年来，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影响，我国石化行业
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库存高企、销售困难，被迫减产
或停产的企业屡见不鲜。但科元精化却实现了逆势上
升。经过 10 多年的打拼，在国内化学清洗剂供应商名录
中，科元精化稳稳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目前该公司
已成为国内高端芳烃溶剂和工业清洗剂的领导者之一。
石化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科元精化的逆势飞扬，与其
对技术创新的重视是分不开的。2016 年，在绝大多数石化
企业选择收缩时，科元又投资 20 亿元进行大规模的精细化
技改。“其实我和股东们对这次的投资项目没有丝毫的犹
豫，严冬正是投资时，在大家都在观望犹豫之时，我们抢
先投资深耕精细化，一旦市场回暖，我们必将保持领先地
位。
”科元精化董事长陶春风曾这样对媒体说。

C. 长袖善舞，两度操盘公司借壳
如果借壳成功，科元精化董事长陶春风将成为仁智
股份的实控人。
陶春风是绍兴嵊州人，化工科班出身，却在资本市
场长袖善舞，两度操盘公司借壳上市：
2010 年 4 月，陶春风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反向收购在
美 国 OTCBB 挂 牌 交 易 的 SilverPearl （ 后 更 名 为
KEYP）， 从 而 实 现 了 科 元 国 际 （科 元 精 化 前 身） 在
OTCBB 板块的挂牌交易。
2010 年 9 月，KEYP 由 OTCBB 转至 NASDAQ （纳
斯达克） 挂牌交易。
2017 年 5 月，KEYP 完成私有化程序，从美国纳斯达
克退市。
2018 年 3 月 25 日，仁智股份首次披露与宁波科元精
化有限公司重组信息。
在美上市期间，KEYP 披露的高管信息，也透露了一
些陶春风的履历：
获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石油加工学学士学位，中国石
油化工大学化工工程硕士学位
1989 年至 2002 年，陶先生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有限
公司担任各类高级管理和技术职务，在任职期间获得 30
多项技术创新、管理奖
2002 年至 2005 年，陶先生任宁波大榭丽湾石化有限
公司执行副总裁
2005 年至 2008 年，任宁波合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至今，先后任科元塑胶公司总裁、首席执行
官、董事长；科元精化董事长。
日前，在接受东南商报记者采访时，陶春风保持一
贯的低调。他表示，目前公司重组事项正在有序进行
中，上市后将再融资再发展，希望借助 A 股平台进一步
推动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的全产业链建设，推动企业发展
迈向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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