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纵深

在互联网家装出现以前，家装可谓一件牵
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情，从材料的购买、运输、设
计、出图，产业链冗长。

个性化定制整装的互联网一站式家装平
台，把装修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凝聚起来，把家门
对准厂门，减少了中间商，也减少了层层关卡。
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也看好这片蓝
海，并逐渐深入触角。

在李晓强看来，互联网平台将定制和整装结
合的形式，用模块化的创新组合形式简化了定制
化的流程的同时，能够按照整装的模式完成定制
化的家装需求。并依托强大设计、施工和一站式
方案，重新定义整装和定制化的家装体验。

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
“互联网+家”平台尚无成熟的大平台，由于装
修始终还很传统，因此在模式上，步子迈大了，
消费者可能不一定真的就接受，反而受伤害。

同时，由于家装时间的不可控，要有一个节
点出现效率低下，就会造成工期的拖延；并且因
为过程中牵涉的人太多，人为操作的事项太多，
就容易影响家装的品质和价格。因此，“互联
网+家”的模式探索，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互联网+家”尚在探索

一个月遭刷单上万 这家企业损失近千万
建材商尝试新零售反被“螃蟹”咬，“互联网+家”之路尚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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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亿元
重庆光能房地产100%股权叫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重庆商报讯 2月12日，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光能房
地产）100%股权及13614.43万元债权公开转
让，挂牌起价4.638084亿元。

要求一次性付清受让款

据了解，光能房地产成立于 1998 年 9月
13 日，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曹廷龙，为重庆安全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数据显示，光能房地产2016年营收40.38万
元，净利润38.39万元。2017年营收为0，净利
润-6.85万元，2017年期末总资产4.6339亿元，
其中净资产2.2772亿元。此次光能房地产100%
股权评估值为3.276641亿元，加上1.361443亿
元债权，此次挂牌起价共为4.638084亿元，管
理层也没有参与受让该股权的意向。

对受让方资格条件没有具体要求，需要缴
纳2500万元进场，而受让价款4.638084亿元
要求一次性付清。

光能房地产 100%股权和债权为何会出

让？有关人士表示，这是重庆安全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剥离非主业资产的考虑。

马家岩项目地处黄金地段

光能房地产只开发了“中国西部装饰材料
物流中心”。

该项目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双朝门
社，即马家岩车站旁的黄金地段，用地面积
77650 平方米（约合 116.48 亩），规划总建面
25.85万平方米，项目于2012年 7月 1日取得
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总投资10亿元。

该项目用地系光能房地产与重庆市沙坪
坝区覃家岗有限公司共同拥有，根据协议，以
该共有土地共同合作开发“中国西部装饰材料
物流中心”项目，合作双方各按50%比例承担
项目建设资金、支出，并按50%比例分配项目
收益及亏损。按照约定，重庆光能房地产对该
项目账核算的资产负债享有50％权益。

“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规划建设9
栋单体楼，地下局部6层、停车位个数1930个，
截至评估基准日，其中7号楼未开工；8号楼基
础施工完成；1号、2号、3号、4号、5号、6号、9
号及地下商业及车库在建中，主体均已封顶。

疑似刷单 一日退货数千单

1月25日晚，一封来自微信支付平台的暂
停服务通知，让渝泰博的技术员杨小军如梦初
醒。

“我们收到网络支付平台的通知，暂时关
闭支付通道。”他告诉记者，因当天发生大量退
货，导致支付渠道现金流过大，网上商城支付
服务被暂停。

他随即打开交易管理平台发现，当天仅退
货就上千单。更为令他吃惊的是，从 1月 17
日到 1 月 25 日，大约一周的时间就有超过
6000笔交易，其中大部分是退货订单。

“除了交易流水超过商城的日常水平，退
货比例极端异常，大
部分订单都退货。”杨
小军告诉记者，由于
大量退货，导致部分
消费者正常的下单购
买都没有支付成功。

从2月12日杨小
军向记者透露的交易
记录来看，自渝泰博
微信平台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线使用以
来，便陆续有退货，其
中1月下旬退货最为
集中。

即便是在1月25
日支付渠道暂停服务
后的一周内，下单和

退单量一共也超过了5000单。一个月累计退
货量估计超过一万单。

令人诧异的是，几乎所有的退货订单，金
额都是3000元的整数倍。“这极有可能通过刷
单要奖励。”杨小军说，3000元刚好是获得商
城购买奖励和推广奖励的门槛。

他告诉记者，渝泰博商城设置有奖励政
策：消费者下单购买超过3000元，便可在一月
内每天获得12个金蛋奖励；如果推荐了其他
消费者再下单购买，推荐者也将一次性获得
48 个金蛋奖励。获得的金蛋可以在商城消
费，一部分比例还可以提现。

同时，根据渝泰博商城的服务准则，消费
者下单购买后，有一周的无理由退货时间。杨
小军发现，几乎所有退货单都是在接近一周的
免责期附近选择退货的。

有违初衷 反对虚假交易

“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违我们模式设计的
初衷”。渝泰博集团董事长李晓强向重庆商
报-上游财经记者表示，渝泰博做“互联网+
家”，在于缩短家装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
链条，降低家装成本，而不是要流量、刷交易
量。为了杜绝刷单等虚假交易行为，渝泰博网
上商城的产品均是自营展示、销售。

李晓强说，通过三年多的尝试，渝泰博微
信O2O商城在2017年12月31日正式上线运
行，消费者可以在商城上传户型图片、尺寸等
素材后，自己DIY设计、出效果图，然后根据需
要在商城下单购买材料、家具等。

目前，渝泰博已在重庆和四川的达州、遂
宁等 7座城市打造线下体验+互联网平台的
O2O家装产业链，消费者通过平台交易，也可
以在线下的VR系统体验装饰效果，实现线上
线下融合。

在李晓强看来，分享经济是“互联网+”绕
不开的热点，在商城上线之初设置了丰厚的奖
励政策，也是希望通过交易分享模式，让更多
消费者了解互联网家装，有更好的家装体验，
出现“刷单”纯属意外。

据李晓强透露，此次遭遇“刷单”，仅奖励
就损失近千万元，目前渝泰博已暂时关闭奖励
系统。同时正与此前下单的消费者沟通，或撤
单、或退货，按自愿处理。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9.77元/股
国城控股全面要约收购建新矿业

重庆商报讯 2月12日晚间，渝股建新矿
业（000688 原朝华集团）发布要约收购报告
书，浙江国城控股有限公司（国城控股）全面要
约除建新集团外的其他所有股东所持有的全
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7115.5753 万股，预受
要约申报代码990054，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
金，要约收购价格9.77元/股。

存入13亿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据了解，国城控股作为建新矿业的控股股
东建新集团重整方，参与建新集团破产重整，
拟通过执行法院裁定的重整计划及修正案取
得建新集团多数股权，进而间接持有建新矿业
46613.9241 万 股（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40.99%），吴城将成为实际控制人。

根据规定，国城控股应当向除建新集团外
的建新矿业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全
部已上市流通股的要约。本次要约收购不以
终止建新矿业上市地位为目的。

国城控股本次要约收购剩余的全部股份
（59.01%），所需最高资金总额 65.5719 亿元。

国城控股将13.1143亿元（即本次要约收购所
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
履约保证金。

目前股价低于全面要约收购价

建 新 矿 业 二 股 东 赛 德 万 方 持 有 的
30150.8345万股建新矿业（占建新矿业总股本
的 26.51%）及 三 股 东 智 尚 劢 合 持 有 的
7353.862万股建新矿业（占建新矿业总股本的
6.47%）将不可撤销地用于接受要约，这意味
着浙江国城控股持股比例至少将达到73.97%
以上。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 56个自然日，即要
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之次一交易日起56个
自然日。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预
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与2月7日公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相
比，收购人国城控股将要约收购期限由原收购
期限30天，变更为56天，国城控股表示，系鉴
于目前市场情况。

2 月 12 日，建新矿业报收 9.41 元，涨
1.18%，换手率1.34%。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高瑞 郑森楠

中小企业融资新通道 重庆OTC将推可转债和农业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重庆商报讯 2月 12日，重庆商报-上游
财经记者从重庆股份转让中心（OTC）举行的
2017年度会员大会获悉，重庆OTC2017年挂
牌企业数量创新高，达到235家。

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更好服务中小企业，
重庆OTC今年将推出可转债业务，还计划与重
庆市农委合作，推出新型融资平台农业板。

去年挂牌企业达235家

据了解，重庆OTC去年挂牌企业数量创新

高，达到235家，其中成长板挂牌28家，孵化板
挂牌36家，新推出的科创板挂牌152家，新推
出的青创板挂牌19家。

重庆OTC自 2009年成立以来，坚持规范
与创新并举，打造“上市资源培育平台、企业价
值发现平台和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形成
了“一市三板”市场架构及“融资+融智”的企业
服务体系，各项指标居全国同行业前列，成为
全国领先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之一。

截至2017年底，重庆OTC累计挂牌企业
约760家，其中成长板145家，总股本50.09亿
股，总资产111.73亿元，总市值140.35亿元；托
管企业1093家，托管总股本884.04亿股；累计
交易金额326.77 亿元，实现定向增发23.27 亿

元；累计融资额705.09亿元，累计实现股权质
押融资497.87亿元。

挂牌企业中，有3家企业实现 IPO上市，5
家企业正在 IPO排队，3家企业被上市公司并
购，约30家企业实现新三板挂牌。

可转换债券方便灵活

重庆 OTC 有关负责人透露，为了更好服
务中小企业，重庆OTC今年将推出可转债业
务，还将与重庆市农委接触，计划推出农业
板。

可转换债券作为债券的一种，可以转换
为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通常具有较低的票

面利率。本质上讲，可转换债券是在发行公
司债券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份期权，允许购
买人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其购买的债券
转换成指定公司的股票，对投资者而言方便
灵活。

而农业板与此前推出的科创板、青创板类
似，将成为服务农业企业的专门融资平台。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获悉，重庆OTC
会员大会盘点了 2017 年会员展业务并对
2018 年规划，重庆微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
9家获年度优秀推荐机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
所等8家获年度优秀专业服务机构、重庆环保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 6家获年度优
秀投资机构。

事实上，互联网业界，网店或者平台刷单营
销常有，但是平台被刷单、被套利并不多见。比
如，此前有多个知名电商平台就遭遇因标错价
格或者超低价促销，被黄牛利用扫货的情形，最
终经协商，均以电商平台撤销订单，以实际价格
成交告终。

而依靠刷单获取平台奖励的案例更是不常
见。重庆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勇表示，若下
单者为恶意下单，就可能是不当得利。根据我国
民法相关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
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
失的人。其中，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
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
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律师说法

恶意刷单或为不当得利“互联网+”在各行各业渗
透，正逐渐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
升级；不过有些企业在“吃螃蟹”
的时候，却被“螃蟹”反伤。2月
12日，一则由重庆最大的互联网
家居平台渝泰博挂出的公告在行
业平台流传：因会员奖励制度漏
洞，导致渝泰博在一月底的两周
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被恶意下单
超万单，损失现金近千万元。目
前，平台正与消费者协商退单、
退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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