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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宁波，任奇峰家族非常
低调，但对于熟悉宁波投资圈的人来
说，任奇峰这个名字早已如雷贯耳。

作为“知名牛散”，任奇峰在资本
市场长袖善舞，近年来，他和家族成
员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上市公司十大
流通股东中。

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任奇峰
及其家族成员出现在美康生物
（300439.SZ）、普丽盛（300442.SZ）、
大恒科技（600288.SH）、康强电子
（002119.SZ）等4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单中，持股情况如下：

就在今年7月13日，任奇峰及
其子任沛瑞通过增持，已经合计持有
大恒科技 2190.44 万股，占比达到
5.0147%，形成“举牌”。

任奇峰进入大众视野，可以追溯
到2013年的康强电子举牌战中——

2013年6月，任奇峰等5位一致
行动人首次举牌康强电子，持股比例
达5.057%。2017年4月底，康强电
子公告，上述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达
10%。

2017年 11月，康强电子公告，
公司11月8日收到任奇峰、任伟达、
任贵龙、任峰杰、宁波汇峰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沛瑞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发函，当年11月7日，任峰杰
在二级市场增持康强电子 13800
股，导致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
例从前一日的14.9933%增至15%。

任伟达、任峰杰与任奇峰为表兄
弟关系，任贵龙为任奇峰之岳父。沛
瑞能源为任奇峰旗下粤骏投资有限公
司全资控股，汇峰电子为任奇峰与妻
子任颂柳通过汇峰投资控股的公司。

但在刚刚公布的康强电子中报
上，任奇峰已经不在十大股东之列。
留在康强电子十大股东名单上的，只
有任奇峰的表兄弟任伟达和他的配
偶任颂柳，两人分别持有572万股和
559万股，分别占总股本的1.56%和
1.52%，以6月30日的收盘价计，合
计持有市值为1.87亿元。

任奇峰另一件让资本市场震惊

的“大手笔”是发生在普丽盛。
2019年 12月 16日，普丽盛披

露，股东Masterwell、FundII-An-
nex及软库博辰，分别与周战红、任
奇峰的表弟任伟达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后者分别受让上市公司6%、
5%股权，转让单价均是12.62元/股，
交易金额分别为7572万元、6310万
元。此外，软库博辰还与自然人陈阳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向后者转让
6.8%股权，转让单价13.53元/股，总
价9203万元。2020年2月、3月，股
权交易完成过户。

彼时，普丽盛股价约15元左右，
市值仅15亿元。这家2015年4月
上市的创业板公司，赶上了市场最疯
狂上涨的时期，早期股价一度触及
177.33元，但在之后长期震荡调整，
股价较巅峰时期下跌逾九成，业绩也
每况愈下。

就在股价底部区域，上述三位自
然人股东的结伴“入场”也辟出了一
道分水岭——从2020年5月开始，
普丽盛的股价开始持续上涨且走势
独立。

更耐人寻味的是，任伟达的表哥
任奇峰，出现在了普丽盛2020年三
季报流通股股东榜单中，同期“入榜”
的还有王凤飞、林万里、沈淑英三张
新面孔。

尽管普丽盛的经营业绩一直乏
善可陈，但股价依然涨势如虹，至今
年4月 9日，股价最高时达到每股
61.35元，是当初转让价的近5倍。

至于任奇峰家族财富究竟多少，
外界无从得知，但从其“操盘”的经历
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据金字火腿收购
报告书显示，此次收购资金将来源于
任奇峰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未与金
融机构签订相关贷款协议，也不存在
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可见，任氏家族实力之雄厚！
记者 曾嘉

资本玩家多次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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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5个交易日之后，8月27日晚间，金字火腿对外披露了关于上市
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整体方案。

这则公告也将宁波知名“牛散”任奇峰再次推到了聚光灯下。

宁波牛散又上头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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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告，金字火腿第一大股
东安吉巴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巴玛合伙企
业”）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99
亿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0.30%）全
部转让给任奇峰。转让价格为5
元/股，股份转让总价为9.93亿元；

同时，任奇峰拟全额认购公
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预计
不超过 2.94 亿股，发行价格为
4.06元/股，对应股份认购价格为
11.92亿元。

上述事项完成后，任奇峰将持
有金字火腿38.69%的股份。若本
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控制权将发
生变更。任奇峰将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也就是说，通过上述两大步骤
之后，任奇峰将以合计21.85亿元
拿下金字火腿4.92亿股（持股比例
38.69%），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

相比停牌前，金字火腿收盘价
为5.35元/股，此番交易无论是股

份转让价格，还是非公开发行价
格，均有所折价。

与之对应的，原金字火腿实控
人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将从34.67%下降为11.05%。

此外，此次交易双方还有“对
赌协议”：巴玛合伙企业、施延军给
出了三年业绩承诺，即2021年-
2023年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1.3
亿元、1.7亿元。

金字火腿财报显示，金字火腿
的主营业务为火腿行业、冷链服
务，占营收比例分别为：93.89%、
3.91%。2020年，公司实现总营
收7.1亿元，同比猛增152.32%，净
利 润 593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76.7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第四季度其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骤减至-3323万元。而2021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为3.21
亿元，同比增长 2.4%；净利润
6465万元，同比增长0.99%。

这位收购人任奇峰，究竟是何
许人也？

据收购报告书显示，任奇峰为
中国香港居民，不过目前登记住所
及通讯地址均为宁波市鄞州区姜
山镇。

其主要职位为宁波汇峰嘉福
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该公司主营智能机器人制造、
家用电器制造。

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有宁
波鄞州鑫峰塑胶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宁波汇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汇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嘉福塑胶电器有限公司等
13家企业，涵盖机床配件、汽车配
件、家用电器、贸易、股权投资等诸
多领域。

此外，任奇峰的配偶任颂柳，

父亲任国良、岳父任贵龙、岳母任
彭妃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关联
企业还有8家，包括口罩防护服销
售的宁波汇峰嘉福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投资管理的北京睿石成长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宁波一
位知情人士透露——

“任奇峰是一位知名的牛散，
时常在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东中
出没，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同时，
任也是宁波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家
族名下有多家实体企业，主营电子
产品和玩具等出口业务。据了解，
任奇峰这几年一直在寻找控股上市
公司的机会，特别是近年来，他的厂
房搬迁获得巨额补偿款后，任奇峰
就希望能告别牛散生涯，聚焦资金
买入一家实体企业好好经营。”

任奇峰是何许人？

宁波老板要拿下金字火腿

拿下金字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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