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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甚大，雨点全无。”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THIS RESEARCH REPORT EXPRESSES SOLELY OUR OPINIONS.  We are short sellers. We are biased. So are long investors. So is Kasen. So are the banks that raised 

money for the Company. If you are invested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Kasen, so are you. Just because we are biased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wrong.  Use BOC Texas, 

LLC’s research opinions at your own risk. This report and its content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nd do not constitute or contain any financial product advice.  Investors 

should seek their own financial, legal and tax advice in respect of any decision regarding any securities discussed herein.  You should do your own research and due 

diligence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s, including with respect to the securities discussed herein.  We have a short interest in Kasen’s stock and therefore stand 

to realize significant gains in the event that the price of such instrument declines. Please refer to our full disclaimer located on the last page of this report. 

 
公司: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HK：496 

行业: 制造业及物业开发 

2019/11/20 收盘价 
港币 4.58 
 
市值 
港币 68 亿 
 
30 天平均成交量 
5.6百万股 
 
BLUE ORCA 估值 
港币 0.67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卡森” or “公司”) 表面上是一家汽车皮革及家具生产商，但其早

在三年前已将最好的业务出售给董事长女儿们。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提供证据表明董事

长及其家族通过人为低报出售业务的收入和利润，蒙骗投资者洗劫了上市公司。 

最近，卡森的股价在柬埔寨项目开发公告以及中国住宅销售的盈利推动下大涨，但两者

未来都不会为投资者提供太多价值。  

我们对卡森详尽的调查表明，柬埔寨的投资可能只是虚张声势。调查员们前往公司声称

的一个柬埔寨项目做实地调查，却只发现闲置未开发的土地，且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地

块另属他人所有。调查员们甚至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该开发项目存在的蛛丝马迹。 

如今，卡森唯一实质的业务是地产开发，但这也将随着剩余住宅单元的售罄而岌岌可

危。由于其他业务部门都处于亏损中，对卡森最乐观的估值方法是参照其他可比的香港

上市地产公司的平均市净率（0.5 倍）。在将我们认为不存在的项目及资产剔除出卡森

的净资产后，我们对卡森的估值在 0.67 港元，下行空间 85%。但这也还是保守估计。 

 在我们看来，一家虚报资本支出，还让董事长家族拿走上市主体最有价值业务的公司，完全不值得投资。 

1. 董事长女儿们掠走公司最有价值的核心业务。三年前卡森自断其臂，向董事会主席的女儿们出售其最有价值

的业务。在出售前两年，此业务占公司总收入的 59%，也是卡森（在去除一次性投资受益后）唯一盈利的业

务分部。不仅该业务在出售给董事长家族时远低于市场价格，我们的尽职调查更揭露出这项交易的其他各种

腐败细节。工商局档案显示卡森在交易当年低报了出售主体的收入和利润，借此来提升投资者对交易的接受

度。证据还表明与售出业务相关的债务并没有随之转出，而是被保留在了卡森账上，进一步侵害投资者的利

益。我们认为，董事长的女儿们根本就是掠走了公司最有价值最赚钱的业务部门。 

 

2. 子虚乌有的柬埔寨水上乐园。2018 年 1 月，卡森宣布投资成立一个合营公司，在柬埔寨 Toulkey 村开发一个

大型水上乐园。卡森向合营公司少数股权合伙人预付了 1.77 亿元人民币巨资来购置项目用地，但 18 个月后

公司披露显示尚未收到土地所有权。调查员们前往 Toulkey 村，却找不到任何该开发项目的痕迹。没有一个

受访者表示听说过这个水上乐园项目，包括负责所有土地开发的 Toulkey 当地领导。在报告中，我们附上了

Toulkey 村这些空置未开发地块的照片。在我们看来，这些照片让人对卡森此项投资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基

于这些证据，我们相信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骗局，而预付款也可能被挪用了。 

 

3. 柬埔寨经济开发区：有名无实。2018 年 4 月，卡森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协议来开发斯敦豪国际港口和经济特区

（“斯敦豪经济特区”）。公司称计划投资 17 亿元人民币以开发该柬埔寨经济特区，其中包括一家发电厂和一

家造纸厂的融资和建设。但与卡森子虚乌有的水上乐园相似，公司对柬埔寨经济特区的雄伟蓝图可能也只是

谈 

 
 备注：为方便起见，我们提供了此报告的中文翻译。如本报告的中英文版本之间存在任何差异或不一致，则以英文版本为准。如有任何法律问题，请参考英文版本。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428/ltn2016042862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12/ltn201804121090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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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独立搜集来的证据显示卡森既没有资源、经验、也没有专业知识来真正完成投资计划，我们由此

质疑卡森此项投资计划的真实性。 

 

a. 发电厂：发电机去向成谜。2018 年 4 月，卡森宣布同意以 2.18 亿元人民币从一个福建供应商处购

买两座 300 兆瓦的发电机。卡森称其计划拆卸并运输这两座发电机到柬埔寨以建造经济特区的发电

厂。尽管已经为发电机支付了费用，但 2018 年底卡森仍然没有收到这些设备，而是在资产负债表

上列有 9,600 万元人民币的“预付款”。为什么公司会需要为两台旧煤电机预付资金，但又没有实际

收到资产？我们的调查显示，位于福建的供应商很可能并不真正拥有这两台位于湖南的发电机。 

 

b. 无利可图的 EPC 合同。2018 年 11 月，卡森宣布就发电厂项目与一家大型中国国企，中国能建，订

立了 EPC 服务协议来建造火力发电厂。根据披露的合同条款，中国能建同意负责电力项目的设计、

采购及施工，并从一家中资银行处获得项目融资。卡森唯一可能的责任应该是为中国能建在收到银

行贷款前提供过桥贷款，预付施工费用。然而，卡森几乎没有什么现金，而中国能建账上有 400 亿

元人民币现金。为什么一家像中国能建这样的国企需要卡森这样财力单薄的小公司来提供一笔小金

额的过桥贷款？我们独立搜集到的证据显示，卡森没有给这项交易带来任何价值，我们怀疑投资者

也不会从这个合同或者项目中获得任何好处。在我们看来，这项协议可能仅仅是用来哄抬卡森股价，

并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实质上的经济利益。 

 

c. 真假经济特区开发商。我们另从多篇当地媒体报道中发现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冶” 1618 HK）正

在和柬埔寨当地同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斯敦豪经济特区（及港口）。中冶集团是一家专业的设计

施工类国企，确实有资金、经验，以及专业技能来开发经济特区。因此，关于中冶正在负责该项目

的报道，及其他一系列证据都表明，卡森很可能与经济特区的开发只有微不足道的关联。 

 

4. 虚报上亿资本支出。在 2016 年将皮革部门出售给董事长的两个女儿后，卡森告诉投资者其在物业、厂

房及设备上开支了 7.14 亿元人民币以扩大和升级生产设施。但信用报告中的财务资料显示，在大多数

资本支出报告发生的 2017-2018 两年间，卡森余下 4 家制造子公司的物业、厂房及设备总投资仅为 800

万元人民币。我们认为，这证明卡森虚报了上亿资本支出。我们认为可能是公司捏造数字以掩盖虚假利

润，或是内部人员挪用了资金。 

 

5. 三亚败局: 长期预付款石沉大海，土地所有权杳无音讯。2009 年，卡森宣布购买海南三亚的一块 140 万

平方米土地拟开发住宅项目。公司未收到土地。但是，卡森陆续支付了 6.37 亿元人民币订金。过了近

十年后，公司另外又支付了 2.06 亿元人民币，却仅获得了 155,857 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权，仅占原先披露

面积的 11% 。在我们看来，卡森十年来除了一个水上乐园外，基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资产来证明这一大

笔投资，未来也不该再对其有所期待。因为要么是内部人员转移了资金，或者卡森自己就是骗局的受害

者。我们找到多个法院判决文书，显示其他公司在同一三亚开发地区中受骗上当，白白付出了上亿元巨

额土地订金。无论卡森是策划了骗局还是上当受骗，此预付款都应当被冲销，也不应计入股票估值中。

三亚败局也显现出卡森的一个标志性套路：发布夸大其词的开发项目公告后，预付大笔款项但却不见实

物资产。到头来，项目无疾而终，钱款也不翼而飞。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24/ltn2018042436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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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 

卡森完全不值得投资。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独立搜集来的证据显示董事长女儿们掠夺了卡森最有价值的业

务，而上市公司剩余的价值非常有限。尽管卡森的股价在柬埔寨开发项目的炒作公告下屡屡攀升，我们详

尽的调查表明，这些项目可能只是徒有其表虚张声势。卡森在 2018 年共发布公告成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进

行了五项土地收购，但在 2019 年半年报中对这些可疑的柬埔寨投资却没有任何更新。 

在卡森将最有价值的资产卖给董事长的两个女儿后，地产开发成了其最大收入来源。公司收入也随地产销

售在过去 18 个月内经历一波小高峰。但对卡森的资产负债表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地产业务正在逐渐走向

衰弱，未来收益可能微乎其微。 

卡森自 2014 年以来就没有扩充其地产项目。而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已出售了 76%的住宅单元1。卡森

可供销售建筑面积快速下滑，已跌至 2014 年最低点。这预示着未来地产业务的收入和现金流会持续萎缩。 

另一个未来地产收入的有效预测指标是公司合约负债，指的是预售但尚未交付的住宅单元所收到的预付款

项。由于卡森通常预售房产，先收现后交付，所以披露的合约负债即为下一财报地产收入的可靠先行指标2。

卡森披露的合约负债金额确切地显示，其地产开发项目已几近完成，这部分业务收入和利润将会迅速下滑。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资料，Blue Orca 计算 

卡森其余的业务都处在亏损中，我们的调查表明公司所称的柬埔寨项目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最乐观的估

值方法，就是将卡森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来估值。之前那些炒作性质的柬埔寨项目公告推动卡森目前的估值

达到 2.0 倍市净率，远远超过可比规模的其他香港地产上市公司（0.5 倍）。 

公司 股票代码 股价 市值 净资产 市净率 
合约负债

2018 

地产开发收入 

TTM 1H 19 

总收入 

TTM 1H 19 

营业利润 

TTM 1H 19 

大悦城地产 0207.HK 0.90  12,808  32,156  0.4 x 7,720  6,635  12,451  6,384  

保利置业集团 0119.HK 2.88  10,545  32,956  0.3 x 31,110  31,679  33,735 10,906  

建业地产 0832.HK 4.06  11,093  10,380  1.1 x 46,076  20,334  21,929  3,973  

北京北辰实业 0588.HK 2.42  10,649 23,618  0.5 x 32,253  20,893  24,068  4,182  

首创置业 2868.HK 2.63  7,964 17,863  0.4 x 19,337  25,072  30,589  4,367  

平均值   10,612 23,394 0.5 x 27,299 20,922 24,555 5,962 

中位数   10,649 23,618 0.4 x 25,224 20,893 24,068 4,367 

卡森 496.HK 4.58 6,841 3,501 2.0 x 3,241 4,173 5,202 1,009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 公司公开资料   注：金额单位为港币百万（除股价外） 

 
1 将卡森披露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售出建筑面积除以可销售总面积计算得出。 
2 2014 年到 2019 年上半年的数据计算出平均 84% 的前 12 月的合约负债会在本年度转成收入。我们以此 84%来估算卡森

2019 年及 2020 年中的最近 12 个月的地产收入。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09/ltn2019090910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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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唯一真正剩下的业务就是地产开发，然而这块业务也随着地产库存接近售罄而岌岌可危。如果我们用

卡森披露的净资产，乘上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市净率（0.5 倍），即便不考虑公司治理缺陷带来的折价

抑或是资产项目的相关调整，卡森的股价将下行 72%。 

    1H 19 

卡森披露的净资产 （人民币百万） 3,163 

稀释后股数 （百万） 1,502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 2.11 

每股净资产（港币） 2.35 

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市净率  (平均值) 0.5 x 

Blue Orca 估值 (港币)  1.26 

最新收盘价 (港币)  4.58 

下行 %  -72%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资料, Factset, Blue Orca 计算 

然而，卡森账上的净资产往往还经不起推敲。其一贯有支付大笔预付款购地，却总也收不到资产所有权的

问题。自 2009 年来，公司为三亚 140 万平方米的土地预付了 6.37 亿元人民币，十年过去却只有不到 11%的

土地拿到使用权。2018 年，卡森故伎重演，预付 1.77 亿元人民币在柬埔寨购地建造水上乐园，却至今还未

得到土地所有权，我们的实地调查结果表明这个项目很可能就是个骗局。 

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卡森估值时，应当从净资产中减去三亚项目剩余的 6.03 亿元人民币土地预付款，柬埔寨

1.77 亿元土地预付款及 6.96 亿元虚报的资本支出，然后再以香港上市的可比地产公司的平均市净率来估值。 

Blue Orca 估值 

    1H 19 

卡森披露的净资产 （人民币百万）  3,163  

减去：水上乐园土地预付款 （人民币百万） (177) 

减去：虚报的资本支出（人民币百万） (696) 

减去：三亚土地预付款减值 （人民币百万） (603) 

调整后净资产（人民币百万）   1,686  

# 稀释后股数 （百万） 1,502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 1.12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港币） 1.25 

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市净率  (平均值) 0.5 x 

Blue Orca 估值 (港币)   0.67 

最新收盘价 (港币)  4.58 

下行 %  -85% 

资料来源：Blue Orca 计算 

如此调整了净资产价值后，我们估计卡森的股价在 0.67 元港币，基于最新收盘价下调 85%。这很可能还是

保守估计。因为一家曾让董事长家族直接掠走最有价值业务的公司，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值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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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女儿们掠走公司最有价值的核心业务 

三年前卡森自断其臂，向董事会主席的女儿们出售了其最有价值的业务。我们的尽职调查也显示这项交易

腐败透顶。我们认为卡森在交易当年刻意低报了出售主体的收入和利润，借此来提升交易的可接受度。证

据也显示，除了远低于市价的出售对价外，属于售出业务的应付款并没有随之转出，而是保留在了卡森账

上，又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一大损害。 

2016 年，卡森宣布将以 4.93 亿元人民币向董事长的女儿们出售汽车及家具皮革生产业务（“皮革业务”）。 

 

 

 
资料来源：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202/ltn20160202006_c.pdf 

这在当时是卡森最有价值的业务。在出售之前的两年（2014-2015 年），皮革业务占公司总收入的 59%，税

前利润的 135%3。 

皮革业务收入占卡森总收入的 59% 

人民币（百万） 2014 2015 累计值 

卡森披露的总收入 3,230 3,238 6,468 

皮革业务收入 1,991 1,831 3,823 

% 皮革业务占比 62% 57% 59% 

 

皮革业务税前利润占卡森总税前利润的 135% 

人民币（百万） 2014 2015 累计值 

卡森披露的税前利润 120 232 353 

减去：出售可供出售投资的收益 (191) (289) (479) 

剔除一次性收益后的卡森税前利润 (70) (56) (127) 

皮革业务税前利润 44 24 68 

% 皮革业务占比 138% 130% 135% 

资料来源：卡森公告及 2016 年报 

 

一个需要注意的关键是，在 2014-2015 年即交易前两年，卡森唯一的盈利来源就是该皮革业务。如果我们

剔除出售投资带来的一次性收益，公司的其他业务其实是巨亏的4。 

为了使出售交易更能被投资者接受，卡森声称皮革业务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竞争，致使其收入和盈利状况恶

化。为此，卡森声称皮革业务在 2016 年（出售当年）仅创造了 13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和 1,510 万元人民币的

净利。5 

 
3 根据公司披露，2015 年皮革业务的收入在对卡森的内部销售抵销前及抵销后，分别为人民币 19 亿及 18 亿元。这意味

着皮革业务对卡森的销售额微乎其微，仅占其收入的 4%。 
4 卡森在 2014 及 2015 年，因出售一家深圳上市公司的股份产生一次性收益才转亏为盈。  
5 卡森披露其皮革业务在 2016 年前 11 个月里的收入为 12 亿元人民币，净利为 1,360 万元人民币。我们进行了年化调整

测算出全年估计值。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202/ltn20160202006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428/ltn2016042862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202/ltn20160202006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428/ltn2016042862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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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年报 

*卡森在 2016 年 11 月 25 日完成其皮革业务出售 

然而，公开可得的工商财务数据显示，被出售皮革业务子公司的收入和净利远高于卡森出售交易中的披露。  

据卡森披露，皮革业务有七家公司组成，其中只有五家重要的子公司在年报中列示。可供投资者查阅的工

商档案显示，这些公司在 2016年有 22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比卡森在出售时报告的同期业务收入高出 68%。  

工商档案还显示，被出售业务在 2016 年产生净利润 6,900 万元，比卡森报告的出售当年金额高出 354%。  

  

  收入 净利润 

公司 主要活动 2016 2017 2016 2017 

海宁森德皮革有限公司 汽车皮革制造 1,217 1,002 66 41 

无极卡森实业有限公司 汽车皮革制造 0 0 0 0 

海宁家值家私有限公司 家具皮革制造 498 449 4 7 

盐城市大丰华盛皮业有限公司 家具皮革制造 372 517 6 9 

海宁卡森皮革有限公司 软体家具和家具皮革制造 99 227 (7) (9) 

总额  2,185 2,195 69 49 

卡森报告数  1,304  15  

差额%  68%  354%  

资料来源: 卡森 2016 年报, 出售公告, 公司信用报告 
注：海宁卡森汽车内饰材料以及海宁森美贸易都没有在卡森的年报上列示，我们因此没有在表格中列
示这两家公司 

简而言之，中国当地的申报数据显示，皮革业务的收入和净利润要远高于卡森在香港对投资者的披露。公

司此举的动机相当明显。董事长的女儿们当时把上市公司最好的资产给掠走了，卡森还想要通过做低这项

皇冠业务的收入和净利润来误导投资者。 

我们不认为公司间交易可以用来解释工商档案和卡森公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别。首先，被出售的公司可以划

分为汽车皮革和家具皮革部门。即使我们假设部门间产生公司间交易，但至少汽车皮革和家具皮革部门内

各自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可以代表其对外部客户的销售量。这两个部门中各自最大的子公司产生的收入

合计（17 亿元人民币）比卡森披露的被出售的皮革集团收入要高很多，这意味着公司间的交易无法解释这

一差异。 

进一步而言，出售部门的公司间交易并不会影响其净利润。工商数据显示皮革业务的 2016 年净利润比卡森

公告高出 354%。在我们看来这清楚地表明出售给董事长女儿们的业务比卡森向股东公布的价值要高得多。 

还有证据表明，卡森将所售业务的债务留给了上市公司。根据卡森的披露，皮革业务在被出售时应有 7.44

亿元人民币的贸易、票据和其他应付款项。这项金额占比重大，达到卡森前一年披露的该项目余额的 55%。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1125/ltn2016112514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202/ltn20160202006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428/ltn2016042862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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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卡森 2016 年报 

此业务在年度结算前的一个月出售完成，我们理应看到卡森该项应付余额相应减少。然而，事实上上市公

司该项应付余额基本没变。 

 

  
资料来源: 卡森 2016 年报 

公司购买货品的平均信贷期在出售交易前后年份都保持 60 天。因此，我们不认为公司信贷政策有任何变化

会对应付款余额造成影响。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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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卡森年报 

明明已售业务应付款在出售前占卡森总应付款的 55% - 为何出售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应付款余额未见显著

降低呢？我们认为，上市公司应付款没有显著变化这点，证明了皮革业务的债务在出售给董事长女儿们之

后没有相应转出，而是仍旧留在上市主体的帐上。 

另外我们还相信，卡森通过虚增所谓债务减免，给了董事长女儿们 25%的现金对价折扣。根据卡森的披露，

4.93 亿元人民币的对价支付包括现金和减免卡森对皮革业务公司应欠下的债务。公告显示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卡森对皮革业务公司欠下的债务为 1.68 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428/ltn20160428628_c.pdf 

 

然而，在 2016 年年报中，卡森称债务豁免增加至 2.448 亿元人民币，莫名地比之前披露数多了 8,000 万人

民币。因此，董事长女儿们所需支付的现金对价从人民币 3.25 亿减少到 2.48 亿。这 8,000 万人民币对卡森

来说并不是小数字，卡森在 2016 年的税前利润仅为 600 万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 卡森 2016 年报 

如果这些披露是真实的，皮革业务所属公司应在 2015 年 12 月底至出售交易完成之间额外借给卡森 8,000 万

元人民币。公司虽没有提供相关借款的具体细节，但我们十分怀疑其真实性。为什么已备出售的皮革业务

会借款给卡森的其余部门？为什么借款金额在出售前几个月猛增？  

我们质疑上市公司给董事长女儿们减少了 8,000 万元人民币现金对价，这笔金额足足超过卡森当年税前利润

的 12.2 倍。在我们看来，这个细节见微知著地体现出这是一起极端腐败的交易，董事长的家族就这样从上

市公司掠夺了最有价值的资产。 

总而言之，我们独立搜集的证据显示，皮革业务远比卡森引导投资者相信的更有价值，这项业务产生的利

润和收入比卡森的披露高出许多。另外，还有证据表明上市公司仍把已售部门的债务留在账上。我们还质

疑为何董事长的女儿们支付了如此少的现金对价就买走了这些业务公司。 

对股东来说，这无疑是双重悲剧。上市公司不仅被董事长的家族拿走了最有价值的业务，留下的也不过是

价值所剩无几的地产开发项目，和可能纯属虚构只不过是强充门面的柬埔寨开发项目。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0428/ltn2016042862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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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的柬埔寨水上乐园 

在卡森将其最有价值的业务分部出售给董事长的两个女儿之后，上市公司剩余部分的价值非常有限。但其

股价却藉由一系列柬埔寨的投资和开发项目公告而诡异地一路飙升。然而我们的调查显示这些项目的真实

性存疑。不仅公司在两年时间里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公告的实质进展，所支付的柬埔寨相关投资“预付款”也像

是上市公司在赤裸裸地转移资金。 

这可以从卡森在柬埔寨的水上乐园项目中一览无余。2018 年 1 月，卡森宣布其首个柬埔寨项目，设立合营

公司在金边开发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合营公司“）。卡森宣称这家合营公司的股东是 Cardina（卡森的

一个子公司），范德华先生和林秋好勋爵（ “林女士” ）。反常的是，卡森在仅拥有合营公司 49%权益的情

况下同意贡献 84%的资金。 

    资本承担     

    (美元百万) (人民币百万) 投入 % 持股 % 

Cardina (卡森全资附属公司) 23.1 158.5 84% 49% 

林秋好  4.1 28.3 15% 15% 

范德华  0.2 1.2 1% 36% 

总计   27.4 188.1 100% 100% 

资料来源: 卡森公告, 2018/1/2 

当时，卡森公告称水上乐园合营公司将以 1.13 亿元人民币（1,640 万美元）向其少数股东林女士（柬埔寨公

民）收购一块面积为 154,886 平方米的地块。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注：该地块的卖方是 Phnom Penh Silver Sand，由林女士全权拥有 
 

从 2018 年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显然增加了对水上乐园土地购置的投资，披露了供建设及经营柬埔寨水上

乐园的土地预付款为 1.77 亿元人民币（2,600 万美元）。然而，公司不仅至今仍未获得土地所有权，我们

的调查结果也对该项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根据其模糊的披露，公司在“柬埔寨金边市 Toulkey 村”预付购买了 154,886 平方米的农业用地。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12/ltn20180112534_c.pdf 

派往 Toulkey 村的调查员们前去核实卡森的投资声明，但在村里找不到任何所谓水上乐园或卡森投资项目的

开发痕迹或证明。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12/ltn20180112534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12/ltn2018011253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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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们向村干部和几个当地企业主及村民打探，却没有当地百姓或官员听说过水上乐园、或任何卡森及

其合营公司合伙人所投资的项目。调查员们还与负责该村所有土地开发审批的地方负责人交谈，甚至连他

们也从未听说过拟建的水上乐园项目。 

Toulkey（或 Toul Kei）是金边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因此大多数当地人和地方政府官员表示，如果要在他们

的村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或类似水上乐园的项目，他们应该会知道。 

Toul Kei 全村占地面积只有 190,753 平方米，而卡森声称购买了 8 块总计 154,886 平方米的土地，这听起来

非常可疑。水上乐园不太可能占据村庄表面积的 81％，更不可能在没有地方当局、企业主和村民知情的情

况下讨论如此大规模的投资。 

 
资料来源: Google地图概划的 Toulkey (Toul Kei) 村 

实地访查员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水上乐园项目相关的可见标牌，甚至无法找到应为（或可能成为）水上乐园

建造地的地块。 

调查员们在 Toulkey 村能找到的最大空地是一块与国道相连的 4 万平方米土地。这块能被调查员们找到的最

大空地依然比卡森在土地投资公告中宣称的要小了 74%。完全可以设想，任何如卡森公告所说规模的大型开

发项目都理应囊括这块地。但根据当地人的说法，这块地并不属于卡森或其合营公司，而是为当地一个完

全不相关的柬埔寨商人所有。 

面积: 190,753 平方米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Toul+Kei/@11.5015049,104.816457,17.25z/data=!4m5!3m4!1s0x31094561bf5ec90d:0x527b92e0411f5d96!8m2!3d11.5037753!4d104.818467?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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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oulkey 村空地照片 

眼见为实，图中事实胜于雄辩。调查员们找到的唯一可以支持一个大型项目的地块是闲置、未开发的，且

显然为他人所有。 

 
资料来源:  Toulkey 村空地照片 

我们认为，卡森所谓的投资可能只是一场骗局。Toulkey 村这些从未开发过的空地也表明，公司预付来购买

该土地的资金可能是被挪用了。 

根据公告披露的合同内容，卡森仅需要为该土地预付 5,600 万元人民币（800 万美元）。剩余 50%的对价仅

需要在交易完成也就是土地所有权转移时支付。但在之后年报中，公司却披露其为柬埔寨水上公园土地预

付了 1.77 亿元人民币（2,600 万美元），远远超过合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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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卡森 2018 年年报 

在最新的资产负债表上，卡森仍将此 1.77 亿元人民币列为预付款，意味着直到最近的 2019 年中期（2019

年 6 月），公司仍然没有收到该资产的所有权6。   

为何在支付了 1.77 亿元人民币的预付款，土地收购协议宣布了 18 个月之后，公司仍没有收到土地所有权？

这笔钱去哪儿了？明明根据土地收购协议公司仅需支付 5,600 万元人民币的订金，可实际上却预付了这么多

资金？ 

这项投资的可行性其实也很荒唐。柬埔寨 LYP 集团正在金边建造目前柬埔寨最大的水上乐园，花园城市水

上乐园 (或 Angkor Water Park)，其占地面积 6 万平方米7。新闻报道称花园城市水上乐园造价将达到 3.77 亿

元人民币（5,500 万美元）。 

这也让人对卡森所说的投资计划产生怀疑。卡森称其建造水上乐园总投资仅需 1.88 亿元人民币（2,700 万美

元），比 LYP 的总投资额少 50%，但园区面积达到 LYP 的 2.6 倍。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如果卡森的开发成本与园区面积成比例的话，项目的真实成本将会接近 10 亿元人民币。这将比卡森最新披

露的现金余额高 3.5 倍，所以公司绝对没有资金能支持如公告所说规模的项目。我们同时也怀疑在一个人口

仅有 150 万的城市，是否有如此大的水上乐园市场8。 

卡森子虚乌有的柬埔寨水上乐园典型地展现了公司一贯的欺骗手段。先以一个夸大其词的项目公告来抬升

公司股价，再支付一笔近两年后也没收到任何资产的巨额预付款。项目可行性完全经不起推敲，项目进展

自此没有下文。 

 

我们在柬埔寨的实地调查发现，在 Toulkey 村没有人听说过该项目。最大的一块可供开发土地是空置的，并

为他人拥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土地开发的迹象，更不用说价值 1.77 亿元人民币（2,600 万美元）的土地

了。基于大量证据，我们认为该项目是个骗局，预付款已经消失或被挪用。 

 

  

 
6 土地预付款 3.52 亿元人民币从 2018 年到 2019 年上半年几乎没有变化，这其中包括了柬埔寨水上乐园的 1.77 亿元人

民币。 
7 Fantastic Water World 曾经是柬埔寨最大的水上乐园（12,000 平方米，1.2 公顷）。  
8 谷歌地图显示在金边或附近有至少 5 个水上乐园: Garden City Water Park, Fantastic Water World, Water Garden Aeon 

Mall Sen Sok,  Cambodian Water Cube Leisure Park, Synny Water Park。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321/ltn20190321449_c.pdf
https://www.khmertimeskh.com/613699/lyp-to-open-water-park-in-capital/
https://blooloop.com/news/lyp-group-angkor-water-park-cambodia/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102/ltn201801022297_c.pdf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k3rFGFf0Rh4J:fantasticwaterworld.com.kh/en/home/+&cd=14&hl=en&ct=clnk&gl=us
https://www.facebook.com/gardencitywaterpark/
https://en.tripadvisor.com.hk/Attraction_Review-g293940-d10488180-Reviews-Fantastic_Water_World-Phnom_Penh.html
https://www.facebook.com/aeonmall.sensokcity/posts/645061632521266/
https://www.facebook.com/aeonmall.sensokcity/posts/64506163252126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6%B0%B4%E7%AB%8B%E6%96%B9%E6%B0%B4%E4%B8%8A%E4%B9%90%E5%9B%AD/@11.524643,104.767295,12z/data=!4m16!1m10!2m9!1swater+park!3m6!1swater+park!2sPhnom+Penh,+Cambodia!3s0x3109513dc76a6be3:0x9c010ee85ab525bb!4m2!1d104.9282099!2d11.5563738!6e1!3m4!1s0x31094f6bfdde18a3:0xc04a253abeb1427a!8m2!3d11.524643!4d104.767295
https://www.guidetrip.info/resort/detail?id=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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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经济特区：有名无实 

尽管卡森出售了其最有价值的业务，但其股价却反而经历了一波文艺复兴式的繁荣，在 20 个月内最高价位

时上涨了 537％。这主要归功于其对柬埔寨投资计划的炒作。柬埔寨投资可分为两项：水上乐园投资骗局

（先前已讨论过）和经济特区开发计划。卡森提出的柬埔寨经济特区投资计划遵循大致相同的套路：浮夸

的公告，巨额预付款项以及最终有名无实的项目。炒作平息之后资金却消失了。 

于 2018 年 4 月，卡森宣布与 Attwood 投资集团及林女士订立合作协议，发展柬埔寨的斯敦豪国际港口及经

济特区（“斯敦豪经济特区”）。卡森公布了总达 17 亿元人民币的柬埔寨经济特区投资计划，其中包括发电

厂的融资和建设。 

卡森宣布通过其 49%持股的合营公司在斯敦豪经济特区投资 17 亿元人民币 
         资本承诺            资本承诺 

时间 事件 美元百万 人民币百万 来源 时间 事件 美元百万 人民币百万 来源 

4/24/2018 两套 300 兆瓦燃煤发电机 31 218 链接 7/10/2018 
合营公司- AIG 卡森国际

电力 
180 1,256 链接 

5/23/2018 发电厂土地收购 4 26 链接 7/10/2018 合营公司-卡森国际纸业 1 7 链接 

7/5/2018 工业项目土地收购 3 21 链接 11/12/2018 
合营公司- 斯敦豪卡森经

济特区 
5.0 34.9 链接 

7/19/2018 造纸厂房土地收购 24 168 链接 小计 – 合营公司 186 1,298  

11/14/2018 
电力项目设计、采购及施工

服务 
156 1,090 链接 小计 – 购买土地和电力项目 218 1,522  

小计  218 1,522  剔除 (通过合营公司购买土地) (157) (1,097)  

       已宣布投资总额 247 1,724  

资料来源: 卡森公告 

注：卡森声称大部分投资将通过其 49％的合营企业完成，因此卡森的投资额约为 8.45 亿元人民币。 

就像卡森子虚乌有的柬埔寨水上乐园一样，该公司关于柬埔寨经济特区的宏大规划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虚

假的。我们质疑卡森在投资计划中的参与是否真实或有实质的重要性。对独立证据的审查表明，卡森并没

有资源、经验或专业知识来执行其拟议的投资。 

在解析细节之前，请务必注意卡森当前的经济状况。公司 2019 年半年报中，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只有 2.82

亿元人民币，并且在上半年经营活动中仅产生了 1,8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流。卡森缺乏任何此类大规模项目

投资所需的现金，其核心业务（甚至包括房地产销售）甚至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来提供柬埔寨一小部分项

目的资金需求。 

卡森的经济特区发展计划在细节上轻描淡写，让我们很难在公司公告中找到经济实质。然而仅从零星细节

上来看，也让我们对卡森计划的合理性，及其能否从该项目中获得任何经济回报提出质疑。 

1) 发电厂：发电机去向成谜 

2018 年 4 月 24 日，卡森宣布同意以 2.18 亿元人民币从福建国铭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福建国铭”）购买两套

300 兆瓦的燃煤发电机。公司公告称打算拆除购买的发电机，将它们运送到柬埔寨，再重新组装到它在斯敦

豪经济特区内建造的火力发电厂中。 

这项发电机交易引出数个预警信号。向福建国铭购买发电机的合同要求卡森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汇出全部

2.18 亿元人民币的对价。然而，截至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卡森仍未收到该设备的所有权或占有权。  

取而代之的是，卡森在其 2018 年资产负债表中列出了用于收购这些发电机的 9,600 万元人民币的“预付款”。

与卡森惯用的手法一样，现金在项目宣布时就从门口溜走了，但公司似乎并未收到它所购买的发电机。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12/ltn20180412109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24/ltn2018042436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710/ltn20180710911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523/ltn2018052377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710/ltn20180710911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705/ltn201807051214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2/ltn2018111257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719/ltn20180719791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09/ltn2019090910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24/ltn20180424360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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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卡森 2018 年年报 

注：卡森在其 2019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在收购物业、厂房及设备的预付款中收到人民币 500 万元退

款，同时预付款余额已减少至人民币 7,200 万元。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其余 1,900 万元人民币的预付

款是转移到物业、厂房及设备项目了，还是仅仅消失了。 

 

公司为何要在不获得资产所有权的情况下，预付两台老式燃煤发电机的费用？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些发电机甚至都不位于卡森声称要购买发电机的省份。在卡森最初的公告中，公司

声称发电机的卖方在福建，并且发电机位于卖方的设施中。 

 
资料来源: 卡森公告，2018/4/24 

但在最初公告宣布后的几个月，公司随后承认发电机位于湖南，而不是福建。 

 
资料来源: 卡森公告，2018/11/14 

如果这些发电机真的在湖南，为什么卡森会宣布一项购买位于福建供应商厂房发电机的协议？ 我们认为，

公司关于发电机所在位置的自相矛盾披露佐证了我们的怀疑，即该交易很可能是虚假的。卡森承认没有获

得设备的所有权（尽管披露的合同显示它应该已获得），且它已为位于湖南的发电机预付了设备款项给福

建的一个神秘公司。我们认为这支持了我们的怀疑，即预付款用来从上市公司转移了资金。 

2) EPC：无利可图的合同 

故事之后的发展愈加离奇。卡森于 2018 年 11 月宣布，它与国有能源集团中国能源建设（”中国能建” 3996 

HK）的子公司西北电建签订了一份人民币 10 亿元的电力项目之设计、采购及施工服务合同 （”EPC 合同”）。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321/ltn20190321449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24/ltn2018042436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424/ltn20180424360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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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PC 合同的条款，西北电建同意在斯敦豪经济特区设计，采购及施工建造发电厂。奇怪的是，中国能

建还同意为该项目在中国取得银行贷款融资。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该公告称，之后将用柬埔寨发电厂产生的电费收入偿还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卡森在近期将不会从该项目获

得任何现金流入。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显见的疑问：如果中国国有企业（中国能建）正在为火力发电厂设计，采购及施工的

同时还提供融资，那卡森给该项目带来了什么价值？ 

我们不得而知。据卡森称，其柬埔寨合营公司仅为该项目提供某种“过桥贷款”。公司公告的 EPC 合同模糊地

披露，卡森将为中国能建的施工支付“预付款”，当中国能建从该项目的贷款银行取得融资时将其返还。 

这实在非常可疑，并且看来只是卡森又一次在误导投资者。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卡森的现金余额仅为 2.82

亿元人民币，并且上半年仅产生了 1,800 万元人民币的经营现金流。卡森明显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为发电厂的

施工（预计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哪怕是提供短期的贷款。 

我们不知为何中国能建会需要这种过渡性融资。截至 2019 年上半年，中国能建的现金余额为 400 亿元人民

币。为何中国能建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在为项目提供设计、采购和施工的同时进行项目融资，

却需要像卡森这样微不足道，现金余额比自身小 141 倍的小公司来提供短期贷款？  

 中国能建 卡森 

土地 ｘ ？ 

专业技能  ｘ 

项目经验  ｘ 

现金  ｘ 

融资能力  ｘ 

资料来源: Blue Orca 比较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1114/ltn20181114603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11/ltn2019091117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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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怀疑的是，在卡森宣布与中国能建共同为柬埔寨电厂提供 EPC 的两个月之前，中国能建已经宣布签

署了 EPC 项目，将湖南的两台发电机组移至同一个斯敦豪经济特区，但却并未提及卡森。 

中国能建早卡森 2 个月宣布了燃煤电站项目 

 
资料来源: http://www.nwpc3.ceec.net.cn/shownews.asp?newsid=3371 

在 2018 年 9 月，卡森宣布 EPC 合同的两个月前，中国能建西北电建发布新闻稿宣布签署了在斯敦豪经济特

区建设火力发电厂的 EPC 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能建关于斯敦豪经济特区的公告中从未提及卡森。 

我们认为，这表明中国能建西北电建可能是与其他人签订了合同，而卡森的参与可能微不足道。 

以下是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中国能建正在为柬埔寨电厂项目设计，采购及施工，兼提供融资。在卡森公告

的 2 个月前，中国能建已经发布相关项目公告，但其中从未提及卡森。作为交换，中国能建将获得发电收

入。卡森在这笔交易中的唯一作用似乎是为施工成本提供过桥融资的帮助，直到中国能建从中资银行收到

施工贷款。中国能建的现金余额是卡森的 141 倍，却需要卡森的短期过桥贷款？这很令人疑惑。 

我们质疑卡森究竟给该项目带来了（如果有的话）什么价值。 我们显然也质疑，通过提供这样微小的价值，

卡森期望获得怎样的经济利益。 

不出所料的是，卡森在其 2019 年上半年报告中没有提供有关该项目的最新信息。 就像卡森毫无进展的水上

乐园以及三亚败局一样，柬埔寨发电厂的公告似乎仅仅是设计来哄抬卡森股价的。 

3) 真假经济特区开发商 

除了火力发电厂外，卡森拒绝透露任何有关公司在柬埔寨开发斯敦豪经济特区计划的实质性交易或细节。 

基于卡森缺乏现金、经验、专业知识和往绩记录，我们怀疑公司能否为此类开发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 

更让人疑惑的是，中国一家国有企业自 2017 年以来一直主张在与 Attwood 投资集团合作开发同一个经济

特区。 

2018 年 1 月，中国中冶集团（“中冶集团” 1618.HK）与 Attwood 投资集团在中柬两国总理及首相见证下，

签署了开发斯敦豪经济特区（及港口）的框架合作协议。这值得关注的原因是，这个显然跟中冶集团在进

行合作的 Attwood 投资集团（林女士的公司），也应是卡森在同项目中的合作伙伴。 

 

http://www.sohu.com/a/255318816_758992
http://www.sohu.com/a/255318816_758992
http://www.nwpc3.ceec.net.cn/shownews.asp?newsid=3371
https://www.phnompenhpost.com/Assets/Final-List-to-be-signed-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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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www.mcc.com.cn/mcc/_132154/ywjj/506457/index.html 

据新闻报道，中冶集团和 Attwood 投资集团频繁会面，讨论斯敦豪港口和经济特区的发展计划。值得注意

的是，早在 2017 年 11 月，即卡森宣布参与该项目的六个月之前，就开始出现中冶集团与 Attwood 投资集

团共同讨论该经济特区开发的新闻报道了。 

时间 事件 资料来源 

11/2/2017 
中冶集团总裁张孟星应邀拜会柬埔寨驻华大使，就柬埔寨斯敦豪港口、经济特区开

发建设项目下一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与 LCH 公司主席林秋好签署合作备忘录 
链接 

12/8/2017 柬埔寨首相洪森接见张孟星，强调皇家政府意图改造沿海地区实现经济潜力的意愿 链接 

1/11/2018 
在中柬两国总理见证下，中冶集团与 Attwood 投资集团签署建设斯敦豪港口和经济

特区的框架合作协议 
链接 

5/8/2018 – 

5/11/2018 
张孟星拜会柬副首相迪班亲王并率团赴柬推动重大项目 链接 

7/12/2018 柬埔寨媒体报道中冶集团就斯敦豪国际港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链接 

7/24/2018 张孟星会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凯西索达、AIG 投资集团主席林秋好 链接 

10/18/2018 柬埔寨斯敦豪国际港口及经济特区项目召开专家评审会 链接 

12/8/2018 张孟星会见柬埔寨 AIG 集团总经理 Janice Chan 一行 链接 

 

2018 年 7 月，柬埔寨媒体报道称，中冶集团正在就斯敦豪国际港口的扩建进行可行性研究。所有证据都表

明，中冶集团，而非卡森，才是斯敦豪经济特区的真正开发者 。 

中冶集团拥有现金、经验和专业技能来开发该项目。相较之下，卡森几乎没有现金，也没有成功完成过在

规模、范围和复杂性上能望其项背的任一过往项目记录。与中冶集团相比，卡森只能为该项目提供非常微

小的价值。 

就像卡森子虚乌有的水上乐园及其他项目一样，事实证据让卡森参与柬埔寨经济特区开发的重要性和合理

性大打折扣。 

  

http://www.mcc.com.cn/mcc/_132154/ywjj/506457/index.html
http://www.mccchina.com/mcc/_132154/_132564/494306/index.html
https://cambodianewsgazette.com/cambodian-pm-receives-president-of-metallurgical-corporation-of-china/
https://www.phnompenhpost.com/Assets/Final-List-to-be-signed-Eng.pdf
http://www.mcc.com.cn/mcc/_132154/ywjj/525135/index.html
https://www.khmertimeskh.com/510721/port-expansion-in-initial-stages
http://www.mcc.com.cn/mcc/_132154/_132564/538539/index.html
http://www.mccoverseas.com/info/59949.html
http://www.mcc.com.cn/mcc/_132154/ywjj/564783/index.html
https://www.khmertimeskh.com/510721/port-expansion-in-initial-stages/


 

18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HK: 496                                            www.blueorcacapital.com 

.com 

虚报上亿资本支出 

2016 年将皮革部门出售给董事长的两个女儿后，卡森告诉投资者其在物业、厂房及设备上支出了 7.14 亿元

人民币以扩大和升级其生产设施。但是，卡森的制造子公司财务资料的独立证据表明，其物业、厂房及设

备项目并没有增加。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若不是卡森捏造了报告中披露的资本支出来掩盖虚假利润，

就是有内部人员侵吞了数亿元的资金。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 6 月，卡森披露公司就物业、厂房及设备投入 7.14 亿元人民币，以扩大和升级生产设

施提振业务9。 

 
资料来源: 2019 中期报告 

卡森看起来并没有从这些资本投资中获得任何回报。尽管其在制造业务上的物业、厂房及设备资本支出总

额应高达 7.14 亿元人民币，但与 2016 年相比，制造业务的利润仅增长了 800 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百万 2016 2017 2018 1H 19 LTM 

制造部门收入 611 696 719 731 

比 2016 年增长额    120 

制造部门营业利润 42 31 38 50 

比 2016 年增长额  (10) (4) 8 

制造部门资本支出  77 469 169 

比 2016 年增长额  77 545 714 

资料来源：卡森公开资料 
* 制造部门利润中剔除了出售金融投资的一次性收益 

照此回报率，卡森要花 87 年的时间收回其在制造部门的投资。如果这项投资是真实的，为何制造部门的业

绩没有体现出相应投资回报？ 

独立证据表明，卡森报告披露的资本支出要么是纯属捏造，要么是资金被挪用。在 2016 年卡森将皮革部门

出售给董事长的两个女儿后，公司只有四个家具制造子公司。10 

公司名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海宁卡雷诺家私有限公司 3,600,000 美元 生产和销售软体家具 

海宁恒森家具有限公司 人民币 50,000,000 生产家具及玻璃纤维强化塑胶产品；木材加工 

海宁汉林沙发有限公司 6,000,000 美元 生产及销售沙发、餐椅及其他家具产品 

海宁慧达家具有限公司 8,000,000 美元 生产及销售沙发、餐椅及其他家具产品 

资料来源: 2018 年报 

卡森的中期报告显示，2017 年上半年和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物业、厂房及设备的生产设施上共花费了

5.45 亿元人民币。 

 
9   公司中期报告披露，卡森在 2017 年上半年，2018 年上半年和 2019 年上半年对生产设施分别有人民币 7,700 万元，

4.69 亿元和 1.69 亿元的资本支出。 
10 2018 年度报告显示，卡森的家具制造部门共有七个子公司。其中三家从事家具贸易和投资控股业务，只有四家子公

司从事生产。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09/ltn2019090910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321/ltn20190321449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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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2018 中期报告 

为证实这一说法，我们得到了四个制造子公司的详细信用报告。这些信用报告内的财务数据显示，在这两

年期间（2017-2018 年），卡森制造业子公司的固定资产仅增加了 800 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百万 2016 2017 2018 固定资产增加数 

海宁卡雷诺家私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购入成本 471.7  471.6  472.4  0.7  

海宁恒森家具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购入成本 38.7 29.4 29.2 (9.4) 

在建工程 16.1 0 0 (16.1) 

海宁汉林沙发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购入成本 80.4  81.0  81.6  1.2  

在建工程 0.0  3.2  6.1  6.1  

海宁慧达家具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购入成本 85.0  83.9  83.9  (1.0) 

总计 691.9 669.1 673.2 (18.6)  

增加的固定资产    8 

报告的资本开支    545 

差额    (537) 

资料来源：企业信用报告 
注：固定资产金额按购买成本列出，以消除折旧的影响。 

简而言之，信用报告中制造部门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未体现出卡森报告中披露的 5.45 亿元人民币资本支出。

相比之下，他们只体现出 800 万元人民币的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森所谓的资本支出投入后，回报收

益如此之差。我们认为，这也说明了卡森要么捏造了报告的资本支出，要么挪用了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资

本支出报告金额。 

同样的套路到这还没完。卡森在 2019 年中期报告披露其制造部门产生了 1.69 亿元人民币的资本支出。但我

们在其 2019 年中期报告中唯一找到的相关披露是，卡森声称已经在柬埔寨设立了软体家具工厂。 

 
资料来源: 2019 中期报告 

但据当地媒体报道，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直到 2019 年 10 月才批准了卡森投资建设家具厂的项目。为何卡森

2019 年上半年在物业、厂房及设备的资本支出中已经投入了 1.69 亿元人民币，而柬埔寨政府部门在 2019

年 10 月才刚刚批准了该项投资呢?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8/0907/ltn20180907674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09/ltn2019090910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09/ltn2019090910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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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s://sl.g.58.com/glsihanoukville-sl/glsljishikuaibao/39856158278018.html 

 

当地媒体还报道说，工厂的协议投资额仅为 150 万美元（1,050 万人民币）。鉴于这是公司中期报告中提到

的唯一项目，这说明卡森夸大了其资本投资额（1.69 亿元人民币）。 

最终，我们认为独立证据表明，卡森虚报了上亿的资本支出。我们认为，要么是公司捏造数字掩盖虚假利

润，要么是内部人员挪用了资金。无论哪种情况，卡森都完全不值得投资。 

  

浙江恒森家具有限公司 

https://sl.g.58.com/glsihanoukville-sl/glsljishikuaibao/39856158278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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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败局: 长期预付款石沉大海，土地所有权杳无音讯 

自 2009 年以来，卡森预付了 6.37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作为订金，购置位于海南三亚的土地（声称）用于开发

住宅和大型度假项目。十年过去了，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该笔预付款金额几乎没变，而卡森仍没有收到 89%

的土地所有权证。 

十年后，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要么是内部人员从公司转移走了资金，或者卡森在支付预付款后被骗。

无论何种情况，我们相信与三亚土地开发相关的预付款余额不是一项真实资产，应当被完全冲销。三亚的

这场投资灾难也符合卡森一贯的行事方式：以浮夸的公告来抬高股价，再预付可疑款项却收不回有价值的

资产或产权，最终项目无疾而终一文不值。如同柬埔寨不了了之的水上乐园项目，投入海南的资金看起来

也已经打了水漂。 

2009 年 11 月，卡森与海南合甲置业有限公司（“合甲”）的股东达成协议购买合甲 51%的股权。在收购时，

合甲正在收购位于海南三亚南新农场 15 队的土地使用权。整个拟收购土地面积为 140 万平方米，卡森当时

声称该土地的公允价值为 6.17 亿元人民币，并计划将该土地用于开发住宅楼宇。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一些预警信号预示了接下来的灾难。在收购进行时，合甲尚未获得该土地。因此，合同中称如果收购未能

完成，卖方将有义务把资金退还给买方。然而，公司既没拿到地，也没收到退款。 

 
资料来源: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2010 年，卡森将其在合甲的股权增加至 77%，但直到 2013 年才将其合并进公司的财务报表。且从某个时间

开始，卡森几乎不加解释地就将合甲称为海南三亚卡森置业有限公司（“海南三亚”）。尽管项目没有任何进

展，但卡森一直把 6.37 亿元人民币的土地购置“预付款”放在资产负债表上。  

 
资料来源: 卡森 2016 年报 

几乎十年过去了，卡森依然将该笔预付款挂在帐上，尽管我们认为公司应该很明显是拿不到这块地的。 

调查员们前往该地（南新农场第 15 队）几乎没有发现任何项目的开发痕迹。南新农场看上去主要是农田，

零星有些旧工厂。调查员们拍摄的照片展现了未开发的旧土地和状况不佳的道路。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224/ltn2010022443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424/ltn2017042454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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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南新农场第 15 队（应为卡森余下 127 万平方米开发项目所在地）实地调研11 
左图：网上地图中显示的南新农场第 15 队地址所在地，一旁未经开发的泥泞道路及耕地 
右图：同左图道路，越向南新农场核心区域的方向路况越糟糕 
 

 
资料来源: 南新农场第 15 队（应为卡森余下 127 万平方米开发项目所在地）实地调研 
左图：一个位于南新农场的旧工厂 
右图：一家位于南新农场的物流公司 

 

几乎十年过去了，南新农场第 15 队地区依然是一片未开发的土地，上有一些旧工厂跟状况不佳的道路。那

里没有任何拟议开发的迹象，卡森却一直将这笔 6.37 亿元人民币的土地预付款的大部分款项挂在帐上。 

 

然而，卡森不但没有冲销该投资，还为三亚这块地“支付更多款项”。2017 年，卡森宣称有 81,646 平方米土

地获得政府批准，并称其向地方政府进一步支付了 4,950 万元人民币以取得一小块早应归属公司的土地权证。 

 

 

 
11 卡森宣布的总购地面积为 142 万平方米，其中 155,857 平方米用以建造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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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卡森 2018 年报 

2018 年，卡森宣称收到另外 74,211 平方米土地的批准，但是公司必须额外支付 1.148 亿元人民币来获得产

权证明。  

 
资料来源: 卡森 2018 年报 

 
在过去两年间，公司不仅向当地政府额外支付了 1.64 亿元人民币，还向卖方支付了 4,200 万元人民币。十

年前已预付的土地至今尚未获得产权，可卡森还在向卖方支付费用，这件事实在可疑。  

我们认为有两种不互斥的的可能性。可能内部人员贪污了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预付款，或者公司是海南地

产骗局的受害者。我们发现中国当地法院文书显示，至少有三家公司如卡森一样支付了上亿资金购买了同

样位于三亚南新农场的土地，但也从来没有收到土地或者拿回预付款。因此卡森也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例如，在 2010 年，海南利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乐”） 与南新农场达成了一项购买协议，以 3.53 亿元

人民币购买 981 亩（654,000 平方米）的土地。同年，利乐预付了南新农场 1.51 亿元人民币。该土地包括国

有划拨的农用土地，因此土地使用权转让以及更改土地用途的规定更严苛。利乐受让合同项下土地的目的

是重新划拨为建设用地，但却无法获得当地政府批准。 因此，五年过去了，利乐没有收到任何土地使用权，

遂向南新农场提出诉讼索要还款。 

 
资料来源: https://www.qichacha.com/wenshuDetail_com_6b7b3ba2367dfda2442621e2e0e74e61.html 

中国法院裁决南新农场不需要返还预付款或划转土地，利乐败诉也没有拿回其支付的 1.51 亿元人民币。 

我们还找到了其他类似的案例，几家公司在向南新农场支付了上亿元人民币的预付款后并没有拿到地，也

未能将欠款追索回来。卡森也可能是类似的受骗者。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321/ltn20190321449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321/ltn20190321449_c.pdf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117/05/943329_795405417.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wenshuDetail_com_6b7b3ba2367dfda2442621e2e0e74e6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117/05/943329_795405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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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日期 

购买协议签

订日期 原告 

土地面积 

（平方米） 

总价格（人

民币百万） 

支付金额（人

民币百万） 结果 

资料 

来源 

12/24/2015 5/6/2010 海南利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4,000  353.2  151.4  原告败诉 链接 

6/30/2016 7/15/2009 三亚润基实业有限公司 400,000  199.8  119.9 原告败诉 链接 

4/27/2018 6/8/2010 三亚万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0,000 160.8  48.5 ~ 65.7 原告败诉 链接 

  5/24/2008 三亚汇喜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600,000  242.1  145 不详 报道 

12/22/2016  8 名个人 81,336   原告败诉 链接 

 

尽管资本投入巨大，卡森在海南三亚开发的唯一实质性资产，是一个占地 155,857 平方米、有运营问题劣迹

的水上乐园12。卡森起初于 2015 年 2 月开始运营三亚梦幻水上乐园。但其于 8 个月后就被关停，原因是公

司没有合规的建设许可和审核批文。2018 年 3 月，在关停两年后，当地媒体报道水上乐园在卡森获取书面

合规文件后终于重新开业。 

 
资料来源: http://epaper.sanyarb.com.cn/html/2018-03/22/content_5_8.htm 

除了这个未报先建、停业整顿的小型水上乐园外，卡森在海南三亚的巨额投资基本无迹可寻。一笔 2009 年

的土地购置交易，在预付款支付了十年后，仍有 89%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取得遥遥无期。要么是内部人员转移

了资金，要么是卡森像其他公司一样上当受骗，或许两者皆有。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卡森应该冲销剩余

6.03 亿元人民币的预付款，投资者在估值时也应该减去这项预付资产。  

 

然而，卡森在三亚交易中展现的行为模式，可以用来对照公司最近在柬埔寨的投资开发计划，以及其股价

的相应上涨。从 2009 年 11 月到 2010 年 2 月，围绕海南购地的炒作，卡森股价翻了一番。 卖方分析师也是

极力追捧海南土地将带来的价值。 

 
12 调查员们同时发现，水上乐园旁边正在建造一个小型酒店和一家餐厅；卡森在附近还有一栋三层高的办公楼。 

https://www.qichacha.com/wenshuDetail_com_6b7b3ba2367dfda2442621e2e0e74e6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wenshuDetail_com_2bb70f7aea88b5dbaaab955d974a088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wenshuDetail_com_1daef520dad7c50d009171d51bf97fbe.html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5/05/27/106254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wenshuDetail_com_ad98547ef25608c7d6157e6dcdaf794d.html
http://travel.sina.com.cn/china/2015-10-21/0837316310.shtml
http://hainan.ifeng.com/app/sanya/detail_2015_10/21/4469380_0.shtml
http://epaper.sanyarb.com.cn/html/2018-03/22/content_5_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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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建设银行分析报告, 2010/2/2 

2010 年 2 月，卡森增持了海南土地的所有权，公司股价一度跃升至历史新高。但该项目毫无进展，卡森股

价也可想而知地回落。  

 
资料来源: 卡森公告, Factset，建设银行分析报告 

三亚败局也同样遵循卡森的标志性套路：发布夸大其词的重大开发项目公告之后，预付款项石沉大海，所

购资产杳无音讯。到头来，项目无疾而终，资金不翼而飞。  

价值在哪里？卡森国际（“卡森” 496 HK）目前的市净率为

1.5 倍 09 年市净率，主要房地产资产包括海南 140 万平方米

的土地储备，混合成本为 508 元/平方米。由于海南房地产

市场前景乐观，这种土地储备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价值。

我们估计该公司的基本资产净值在每股 6.09 港元，并且将海

南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和资产的持续重组视为公司重估的

主要催化剂。 

海南房地产市场乐观前景的收益者 

2009/11/12 

宣布在海南三亚

收购土地 

2010/2/2 

卖方分析报告看

多海南项目 

2010/1/27 

宣布收购海宁

土地 

2010年 1月 

股票回购  

2010/2/24 

宣布增持三亚

土地持有比例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112/ltn20091112607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127/ltn20100127684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127/ltn20100127684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224/ltn2010022443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224/ltn2010022443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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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 

卡森完全不值得投资。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独立搜集来的证据显示董事长女儿们掠夺了卡森最有价值的业

务，而上市公司剩余的价值非常有限。尽管卡森的股价在柬埔寨开发项目的炒作公告下屡屡攀升，我们详

尽的调查表明，这些项目可能只是徒有其表虚张声势。卡森在 2018 年共发布公告成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进

行了五项土地收购，但在 2019 年半年报中对这些可疑的柬埔寨投资却没有任何更新。 

在卡森将最有价值的资产卖给董事长的两个女儿后，地产开发成了其最大收入来源。公司收入也随地产销

售在过去 18 个月内经历一波小高峰。但对卡森的资产负债表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地产业务正在逐渐走向

衰弱，未来收益可能微乎其微。 

卡森自 2014 年以来就没有扩充其地产项目。而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已出售了 76%的住宅单元13。卡森

可供销售建筑面积快速下滑，已跌至 2014 年最低点。这预示着未来地产业务的收入和现金流会持续萎缩。 

另一个未来地产收入的有效预测指标是公司合约负债，指的是预售但尚未交付的住宅单元所收到的预付款

项。由于卡森通常预售房产，先收现后交付，所以披露的合约负债即为下一财报地产收入的可靠先行指标14。

卡森披露的合约负债金额确切地显示，其地产开发项目已几近完成，这部分业务收入和利润将会迅速下滑。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资料，Blue Orca 计算 

卡森其余的业务都处在亏损中，我们的调查表明公司所称的柬埔寨项目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最乐观的估

值方法，就是将卡森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来估值。之前那些炒作性质的柬埔寨项目公告推动卡森目前的估值

达到 2.0 倍市净率，远远超过可比规模的其他香港地产上市公司（0.5 倍）。 

公司 股票代码 股价 市值 净资产 市净率 
合约负债

2018 

地产开发收入 

TTM 1H 19 

总收入 

TTM 1H 19 

营业利润 

TTM 1H 19 

大悦城地产 0207.HK 0.90  12,808  32,156  0.4 x 7,720  6,635  12,451  6,384  

保利置业集团 0119.HK 2.88  10,545  32,956  0.3 x 31,110  31,679  33,735 10,906  

建业地产 0832.HK 4.06  11,093  10,380  1.1 x 46,076  20,334  21,929  3,973  

北京北辰实业 0588.HK 2.42  10,649 23,618  0.5 x 32,253  20,893  24,068  4,182  

首创置业 2868.HK 2.63  7,964 17,863  0.4 x 19,337  25,072  30,589  4,367  

平均值   10,612 23,394 0.5 x 27,299 20,922 24,555 5,962 

中位数   10,649 23,618 0.4 x 25,224 20,893 24,068 4,367 

卡森 496.HK 4.58 6,841 3,501 2.0 x 3,241 4,173 5,202 1,009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 公司公开资料   注：金额单位为港币百万（除股价外） 

 
13 将卡森披露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售出建筑面积除以可销售总面积计算得出。 
14 2014 年到 2019 年上半年的数据计算出平均 84% 的前 12 月的合约负债会在本年度转成收入。我们以此 84%来估算卡

森 2019 年及 2020 年中的最近 12 个月的地产收入。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909/ltn2019090910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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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唯一真正剩下的业务就是地产开发，然而这块业务也随着地产库存接近售罄而岌岌可危。如果我们用

卡森披露的净资产，乘上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市净率（0.5 倍），即便不考虑公司治理缺陷带来的折价

抑或是资产项目的相关调整，卡森的股价将下行 72%。 

    1H 19 

卡森披露的净资产 （人民币百万） 3,163 

稀释后股数 （百万） 1,502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 2.11 

每股净资产（港币） 2.35 

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市净率  (平均值) 0.5 x 

Blue Orca 估值 (港币)  1.26 

最新收盘价 (港币)  4.58 

下行 %  -72%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资料, Factset, Blue Orca 计算 

然而，卡森账上的净资产往往还经不起推敲。其一贯有支付大笔预付款购地，却总也收不到资产所有权的

问题。自 2009 年来，公司为三亚 140 万平方米的土地预付了 6.37 亿元人民币，十年过去却只有不到 11%的

土地拿到使用权。2018 年，卡森故伎重演，预付 1.77 亿元人民币在柬埔寨购地建造水上乐园，却至今还未

得到土地所有权，我们的实地调查结果表明这个项目很可能就是个骗局。 

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卡森估值时，应当从净资产中减去三亚项目剩余的 6.03 亿元人民币土地预付款，柬埔寨

1.77 亿元土地预付款及 6.96 亿元虚报的资本支出，然后再以香港上市的可比地产公司的平均市净率来估值。 

Blue Orca 估值 

    1H 19 

卡森披露的净资产 （人民币百万）  3,163  

减去：水上乐园土地预付款 （人民币百万） (177) 

减去：虚报的资本支出（人民币百万） (696) 

减去：三亚土地预付款减值 （人民币百万） (603) 

调整后净资产（人民币百万）   1,686  

# 稀释后股数 （百万） 1,502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 1.12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港币） 1.25 

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市净率  (平均值) 0.5 x 

Blue Orca 估值 (港币)   0.67 

最新收盘价 (港币)  4.58 

下行 %  -85% 

资料来源：Blue Orca 计算 

如此调整了净资产价值后，我们估计卡森的股价在 0.67 元港币，基于最新收盘价下调 85%。这很可能还是

保守估计。因为一家曾让董事长家族直接掠走最有价值业务的公司，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值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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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We are short sellers. We are biased. So are long investors. So is Kasen. So are the banks that raised money for the Company. If you are invested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Kasen, so are you. Just because we are biased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wrong. We, like everyone else, are entitled to our 
opinions and to the right to express such opinions in a public forum. We believ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our opinions about the public companies 

we research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You are reading a short-biased opinion piece. Obviously, we will make money if the price of Kasen stock declines. This report and all statements 

contained herein are solely the opinion of BOC Texas, LLC, and are not statements of fact. Our opinions are held in good faith, and we have based 

them upon publicly available evidence, which we set out in our research report to support our opinions. We conduc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 information in a manner that any person could have done if they had been interested in doing so. You can publicly access any piece of 

evidence cited in this report or that we relied on to write this report. Think critically about our report and do your own homework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s. We are prepared to support everything we say, if necessary, in a court of law.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this report, BOC Texas, LLC (a Texa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possibly along with or through our members, 

partners, affiliates, employees, and/or consultants) along with our clients and/or investors has a direct or indirect short position in the stock (and/or 
possibly other options or instruments) of the company covered herein, and therefore stands to realize significant gains if the price of such instrument 

declines. Use BOC Texas, LLC’s research at your own risk. You should do your own research and due diligence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ecurities covered herein.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are not investment advice nor should they be construed 
as investment advice or any recommendation of any kind.  

 

This report and its content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nd do not constitute or contain any financial product advice as defined in the Australian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 Because this document has been prepared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any specific clients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no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should be construed as recommending or suggesting an investment strategy. Investors 

should seek their own financial, legal and tax advice in respect of any decision regarding any securities discussed herein.  At this time, because of 
ambiguity in Australian law, this report is not available to Australian residents.  Australian residents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their lawmakers 

to clarify the ambiguity under Australian financi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this report, we intend to continue transacting in the securities covered therein, and we may be long, short, or neutral at 

any time hereafter regardless of our initial opinion. This is not an offer to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any security, nor shall any security 

be offered or sold to any person, in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such offer would be unlawful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 of such jurisdiction.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and belief,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has been obtained from public sources we believe to 

be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who are not insiders or connected persons of the stock covered herein or who may otherwise owe any fiduciary duty 

or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to the issuer. As is evident by the contents of our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expend considerable time and attention in an 
effort to ensure that our research analysis and written materials are complete and accurate. We strive for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to support 

our opinions, and we have a good-faith belief in everything we write, however, all such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f you 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you confirm that you are subscribing and/or accessing BOC Texas, LLC research and materials on behalf of: 

(A) a high net worth entity (e.g., a company with net assets of GBP 5 million or a high value trust) falling within Article 49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Financial Promotion) Order 2005 (the “FPO”); or (B) an investment professional (e.g.,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government 

or local authority,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alling within Article 19 of the FPO.  

 
This report should only be considered in its entirety.  Each section should be rea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tire report, and no section, paragraph, 

sentence or phrase is intended to stand alone or to be interpreted in isola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rest of the report.  The section headings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are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and may only be consid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tailed statements of opinion in their 
respective sections.  

 

For convenience purposes only, we have provided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report.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report,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original and should prevail. In case of any legal dispute, reference shall 

be made only to the English version. 

 
BOC Texas, LLC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express or implied, as to the accuracy, timeliness, or completeness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or with 

regard to the results to be obtained from its use. All expressions of opinion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BOC Texas, LLC does not 
undertake a duty to update or supplement this report or any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By downloading and opening this report you 

knowingly and independently agree: (i) that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your use of this report or viewing the material herei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Texas, without regard to any conflict of law provisions; (ii) to submit to the personal and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superior courts located with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waive your right to any other jurisdiction or applicable law, given that BOC Texas, LLC 

is a Texa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that operates in Texas; and (iii) that regardless of any statute or law to the contrary, any claim or cause of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use of this website or the material herein must be filed within one (1) year after such claim or cause of action 
arose or be forever barred. The failure of BOC Texas, LLC to exercise or enforce any right or provision of this disclaimer shall not constitute a 

waiver of this right or provision.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disclaimer is found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o be invalid, the parties nevertheless 

agree that the court should endeavor to give effect to the parties' inten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provision and rule that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disclaimer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in particular as to this governing law and jurisdiction pro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