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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壹桥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5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特别提示：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

技术应用。 

 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竞斗云

仍处于预购阶段，预留手机号码进行预购登记的用户数量与最终成功支付预付款

的用户数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代工厂商实际产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较

大，已付款用户后期退款、代工厂商根据收款情况发货、后续壕鑫竞斗云硬件的

销售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8年1月

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46号），公司就《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详细说明壕鑫互联在区块链领域应用研究的具体成果，对壕鑫互联电

子竞技业务的具体作用与影响，并请结合壕鑫互联目前的经营情况、研发能力、

盈利模式等方面，具体分析区块链技术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

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壕鑫互联”）系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其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研发的竞斗云产品，是一款区块链电子竞技加

速基础服务设备，是壕鑫互联在对已有的电子竞技硬件设备进行算法升级改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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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区块链技术领域深入研究的应用成果。壕鑫竞斗云是电子竞技娱乐智能终

端，允许用户通过终端贡献闲置的网络带宽及算力，能够给用户畅享区块链技术

带来电子竞技泛娱乐体验。 

该设备硬件优势：壕鑫竞斗云终端是其内部搭载的壕鑫互联电子竞技泛娱乐

平台的核心设备，用户通过终端提供 CPU和加速算法共享闲置的带宽及算力，性

价比高于同类加速云终端。 

该设备参数如下： 

产品尺寸：120*130*35mm 

产品重量：350g 

操作 OS：专用嵌入式 OS 

CPU：意法半导体 ST芯片 1.6GHz处理器 

系统存储：64G SD 

RAM/ROM：芯片内置 

FLASH：自定义扩展 

接口：USB2.0*2、SD Card Reader*1、RJ45（千兆网 1000Mbps）*1、DC in*1 

电源：标配 12V 1A 12W中规电源 

根据目前传统电子竞技赛事规则与裁判体系的现状，壕鑫互联按照国家的政

策要求在区块链相关技术上深入研究，结合电子竞技赛事应用场景，以智能合约

的方式实现赛事结果的公平性，并将游戏的部分内容建立在区块链上、借助区块

链实现游戏数字资产权益的唯一性及公平性，探索区块链技术与公司现有产品、

业务相结合的方法，目前暂无该领域的专利。壕鑫互联已布局多款自研及代理竞

技类游戏的发行，通过引入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的技术应用，促进公司电子竞技游

戏的加速、数据分析等业务的开展。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

应用。此次业务布局为对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业务补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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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不确定性。在市场上区块链大规模成熟应用之前，区块链在技术上依然面

临诸多挑战，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上述公告，壕鑫竞斗云现处于预购期，第一期产品将根据客户的付

款先后顺序发货，截至目前，壕鑫互联尚未接受正式付款，后续对公司生产经

营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详细说明上述产品的预购安排，并结合截至目

前的预购情况与壕鑫互联的产能情况等方面，分析上述产品对你公司业绩的影

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目前，壕鑫竞斗云仍处于预购阶段，用户可于官网（http://dock.1862.cn）

预留手机号码进行预购登记，系统将根据壕鑫竞斗云的实际产能向已预留手机号

码的预约用户发送预约密钥及预购链接，预约用户通过上述链接完成预付款支付

即可等待发货，壕鑫互联将于 2018年 1月 31日后根据用户成功支付预付款的先

后顺序发货。壕鑫竞斗云设备现有三家代工厂商，每月产能合计可出货十万台，

后期壕鑫互联将根据用户预购登记情况、成功支付预付款的订单情况来调整代工

厂商，逐渐予以用户开放购买。 

截至目前，通过官网预留手机号码的用户已有 50 多万人（预约用户指尚未

支付预付款的用户），壕鑫互联已分批向预约用户发送了预购链接，收到该预购

链接的用户向公司及相关代理商支付预购款。据初步统计，通过直销和代理销售

形式出售壕鑫竞斗云累计签约 20 万台，且该签约数量受市场环境、代理商管理

模式、用户退款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与最终发货数量不能完全匹配的

可能性。壕鑫互联将根据用户预购登记情况、成功支付预付款的订单情况联系工

厂安排产能；代理商将根据实际用户订货数量和壕鑫互联的供货情况，在收到壕

鑫竞斗云设备后向壕鑫互联付款；公司目前尚未正式收款。 

因受已预约用户能否成功支付预付款、用户最终购买设备数量和付款金额、

实际发货周期及退货率、工厂实际产能情况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暂时无法

确认收入情况，后期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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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醒投资者：预留手机号码进行预购登记的用户数量与最终成功支付预

付款的用户数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代工厂商实际产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可能性

较大，已付款用户后期退款、代工厂商根据收款情况发货、后续壕鑫竞斗云硬件

的销售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2017 年 12 月 28 日，搜狐网报道了《业内首家！上市公司壹桥股份推出

全球首个区块链游戏服务——壕鑫竞斗云》。请说明上述报道内容是否全部属

实，相关内容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中规定的应披露的重

大事项，你公司是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是否存在以媒体

报道代替公司公告的情形。此外，请说明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

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以及近期你公司经营

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经自查，搜狐网报道的内容为其通过引用壕鑫互联产品介绍页进行的解读，

壕鑫互联竞斗云项目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报道的内

容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中规定的公司应披露的重大事项，公

司不存在以媒体报道代替公司公告的情形。近期公共传媒以其角度对壕鑫互联竞

斗云业务进行了第三方解读，但并未报道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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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对你公司对外发布的涉及区块链的信息进行全面自查并详细列示，包

括但不限于公司公告、互动易中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

公司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接受采访等信息，并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

项。 

回复： 

（1）公司公告涉及区块链信息的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详见公司公告

2018-004），对近期公共传媒报道涉及区块链的信息情况做了说明，主要内容如

下： 

“2017 年 12 月 28 日，搜狐网报道了《业内首家！上市公司壹桥股份推出

全球首个区块链游戏服务——壕鑫竞斗云》，该报道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移动

竞技游戏研发运营商“壕鑫互联”推出全球首个“区块链电竞加速基础服

务”——壕鑫竞斗云，并介绍了壕鑫竞斗云的服务特点、设备参数、使用场景等

内容。 

经初步核查，2018 年 1 月 5 日至今，国内区块链概念板块上市公司股票整

体上涨幅度较大，国内区块链概念个股均有较大单资金流入。部分媒体报道将公

司股票归入区块链概念板块范围，受此影响，公司近日股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17 年 3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目前行

业分类仍为渔业。 

公司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于近期推出全球首款区块链电竞加速基础服务

——壕鑫竞斗云，是电竞娱乐智能终端，能够给用户畅享区块链技术带来电竞泛

娱乐体验。壕鑫竞斗云现处于预购期，第一期产品将根据客户的付款先后顺序发

货，截至目前，壕鑫互联尚未接受正式付款，后续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

面的技术应用。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公司将根据进

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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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2）互动易平台对投资者涉及区块链信息提问的回复情况 

问：请问公司有类似比特币的业务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没有类似比特币的

业务。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

告为准。谢谢！ 

问：公司壕鑫竞斗云的区块链游戏能挖币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壕鑫竞斗云的区块链游戏

不能挖币，公司没有类似比特币的业务。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

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体验。公

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

谢谢！ 

问：请问，竞斗云能否顺利发行！技术与政策法规允许区块链技术用于游戏

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

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谢谢！ 

问：董秘您好，公司的宝利马明明是国内第一对标 CryptoKitties 的游戏，

这是真真切切很明确的区块链概念，而且公司的竞斗云产品介绍中也明确的提到

了基于区块链技术！在这种情况下，贵公司怎么会被市场传言成不是正宗的区块

链概念股呢？是否可以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澄清一下？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部分媒体报道将公司股

票归入区块链概念板块范围，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

司目前行业分类仍为渔业。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

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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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互金整治办，虚拟货币“挖矿”产业属伪金融创新，引导挖矿企业退出。

请问董秘，整治办的这个措施对公司有不良影响吗？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壕鑫竞斗云不涉及“挖

矿”，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

告为准。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谢谢！ 

问：尊敬的高管好，公司竞斗云终端已经有几十万用户预约，每人最多预约

25 台，估计现在至少也是百万台预约量了，合同金额估计已经十亿元以上了，

这么大额的单次销售金额，为什么不进行公告呢？这个按照交易所和证监会要

求，特大金额合同应该要公告的，否则在信息披露方面可是违规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谢谢！ 

问：你好，请问贵公司的竞斗云预购如此火爆，应该对接下来的业绩将产生

大幅增长，公司是否能考虑及时公布实时销量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谢谢！ 

（3）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 

无。 

（4）公司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接受采访情况 

2018年 1月 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拨打公司投资者电话，询问公司是

否属于区块链概念股。 

公司回复：部分媒体报道将公司股票归入区块链概念板块范围，公司不属于

区块链概念股，这是外界的解读，公司目前行业分类仍为渔业。 

经自查，以上相关信息披露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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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5、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回复：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6、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你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质押的主要原因、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

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质押公司股份情况 

刘德群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74,781,7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26%，

其中已质押股份 373,952,850 股，占刘德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78%，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20%。 

（2）质押的主要原因：刘德群先生个人资金需求。 

（3）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经公司自查以及向控股股东刘德群先生核实，

股东质押公司股份所获融资款项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刘德群先生补充自己的资金

流动性，均是投向于秦皇岛的度假村，作营运资金使用。 

（4）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017年公司业绩保持盈利并稳定增长，股票价格虽有回落但总体走势平稳。

质押式回购股票保持较高的担保比例，刘德群先生个人资产配置合理，收入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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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贷款利息和未来偿还本金，在特殊情况下具备追加保证金的能力，因此不存

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如果后续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大幅回落，刘德群先生质押的股票存在强制平仓

风险时，其本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或提前赎回等措施应对平仓风险。公司也将根据

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风险。 

 

7、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人自 2017 年 6 月以来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人自 2017年 6月以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人及其关联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刘德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无 

刘晓庆 董事长 无 

冯文杰 董事、总经理 无 

姚  栎 董事 无 

林雪峰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7年 9月 25日林雪峰母亲卖出 79,440股； 

除上述情形外，林雪峰本人及其他关联人无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姜  楠 独立董事 无 

骆祖望 独立董事 无 

简德三 独立董事 无 

何敏华 监事会主席 无 

崇  阳 监事 

2018年 1月 11日崇阳母亲卖出 4,000股； 

除上述情形外，崇阳本人及其他关联人无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 

朱雪云 监事 无 

王红云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无 

 

8、请你公司结合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公司股价涨幅等情况进

行充分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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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出售，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形成了

以移动游戏发行、运营为主的业务结构。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截至目

前，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的证券简称最终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的证券简

称为准。除已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所涉事项外，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

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目前所属行业仍为渔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壕鑫互联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推出的壕鑫竞斗云是区块链电竞加速基

础服务，不涉及挖矿，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暂无实质性影响。电子竞技业务是

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公司将严格按

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期市场上区块链技术关注度比较高，市场将公司归为“区块链概念股”，

因此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近期媒体对公司报道较多，《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9、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以公司在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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