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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接近格力电器
（000651.SZ）的知情人士处获
悉，格力电器已于近日停止对河
北总经销商供货，此消息已得到
多位格力经销商确认。

据悉，河北格力总经销商
（河北新兴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自发在近日的一次
活动中宣布“不做格力了”，转做
飞利浦。

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格力
电器方面已开始在河北筹备新
的销售公司。格力珠海总部派出
50人的营销团队来河北，绕开
原格力河北总经销，与当地代理
商接触。

记者注意到，徐自发公开
“叛走”飞利浦事件之所以引发
市场关注，是因为格力渠道改
革进入深水区后，不同参与方
产生了利益纠葛。

8月22日下午，第71届世界
小姐中国区大赛官方微博发文
称，秦泽文将代表中国区出战
第71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相关博文显示，秦泽文出生于
1997年，擅长京剧、舞蹈、钢琴，
曾荣获华东地区拉丁舞锦标赛
金牌。

该博文显示，在工作上，秦
泽文先后加入甲骨文、普华永
道等知名企业实习，并曾在安
信证券担任分析师，团队数年
高居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计算机
行业第一名。

8月23日，安信证券客服告
诉红星资本局，秦泽文之前确
实任职于安信证券研究所。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官网上的有关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从业人
员基本信息公示部分，目前已
无法找到秦泽文相关信息。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8月22
日晚间，秦泽文本人在朋友圈回
应了此事，她表示：“谢谢大伙儿
的关心，是的，我比较任性，为了
儿时的梦想去逐梦了。”

据悉，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创办于1951年，以“促进世界和
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和帮助
饥饿残疾儿童”为宗旨，至今已
举办70届，全球超过25亿人关
注。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汤健

据知情人士透露，河北新兴格力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自发于
20日举行宴会，正式宣布不做格力
了，转做飞利浦。

据传，此次宴会规格较高，举行
地在石家庄一家五星级酒店，喝的是
茅台，每桌10人分发10万元现金。不
过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现场参会的
经销商朋友告诉他，是给每个跟随徐
自发的省级经销商派发10万元。徐自
发还进一步要求参会经销商：“如果

有货（格力空调）就尽快卖掉清掉。”
格力方面也迅速采取了动作。近

日格力珠海总部已停止向河北格力总
经销商供货，并开始筹备新的河北销
售公司。此消息得到多个格力经销商
确认。

记者多方了解到，徐自发是格力
经销商体系中“大佬”级别的人物，曾
是经销商体系中实力最强之一。徐自
发目前仍为京海互联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股东，手下掌控北京、天津、河

北的销售市场。“不过现在不行了，现
在是张军督、郭书战对格力影响力较
大。”消息人士表示。

公开消息显示，8月初，格力要求自
己的经销商必须停止代理飞利浦空调，
不停止就不能销售格力空调，在格力和
飞利浦之间进行“二选一”。这一动作的
背景是，原格力电器执行总裁黄辉以及
原总裁助理胡文丰等多人承接了飞利
浦空调中国市场的主要业务。

徐自发同样深度参与了此事。知

情人士透露，徐自发最不能让格力电
器忍受的，是他把原本格力渠道的物
流、安装师傅等人力调去做飞利浦的
事情。厂家要求“二选一”后，依然我
行我素。其次，对于格力电器一体化
线上转型，徐自发也进行“软抵抗”。

“董总直到今年，都没有跟徐自发
撕破脸，让大家都觉得还有转圜的余地。
但格力方面肯定也是早有准备的，8月20
日徐自发一宣布，格力在河北新的销售
公司就开始筹备了。”上述人士表示。

相较大幅调整的欧美市
场，昨天A股的表现算是不错
的。由于指数整体上不温不
火，没有方向，加上市场也没
有主流板块，题材就是轮动，
而且短期很容易成为事件的
情绪表达器。

比如天然气板块，受欧洲
天然气价格连续三天创纪录消
息的影响，昨天A股天然气板
块指数出现放量中阳线加速，
短线可能还有上冲动能，但已
经不是好的介入点，找机会的
话需要等回调。

冬天还没来，欧洲天然气
价格就飙升，欧洲人急需能源
替代品，所以空气热泵、微型逆
变器、储能等题材继续上涨。包
括维生素和一些化工品，由于
能源价格高企，德国减产，都存
在受益的逻辑。

再有就是最近受大宗商品
价格的影响，美联储的加息预
期又来了。从美元指数上也能
看出来，目前市场相关板块对
于汇率波动这一块的反应并不
强，有点静悄悄，但不得不说出
口题材是有一定预期的。

从情绪方面来看，昨天市
场涨停的个股，多数都是从相
对低位起来的首板，对于高位
的要谨慎追高。光伏板块涨停
个股多达十几只，这意味着今
天可能会有二连板从这些个股
中产生，板块有望继续修复。

VR方面，前天表现较强，
昨天就躺下了，市场担心的还
是业绩。在中报业绩密集披露
的时间段，资金还是有些担心
VR小票的业绩，不太敢大力参
与。不过，在相关催化事件完全
兑现之前，还可以继续关注。只
是对于一些业绩没公布的，再
加上之前一季度本身业绩就不
太好的，要小心一点。

半导体及元件的位置就非
常微妙了，板块指数连续两天
收出十字星，目前处于箱体震
荡的下沿，要马上收回去才行，
不然的话就要小心有进一步走

弱的风险。
券商股盘中有过拉升，主

要还是全面注册制的预期。不
过，从技术上看，拉升没有过前
高，盘中国元证券炸板，所以仍
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但需要
密切关注未来能否形成新趋
势，毕竟以后大盘指数要起来，
少不了券商股的助力。

综合盘面，达哥觉得要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A股连续两天扛住
外围市场的大幅调整，是积极
的表现。机构出力顶住了外围
市场的压力，说明市场中有主
力资金乐意去护盘。

从技术上看，上证指数已
经横盘8个交易日了，应该说震
荡消化也比较充分了，三大指
数都收出十字星。从分时图看，
涨跌皆是无量，多空双方基本
处于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应该
维持不了多久，该到做方向性
选择的时候了。

目前的应对策略有两种：
一种是坚持一个方向，一种是
等市场选择方向后再跟随，达
哥觉得不妨等市场选择就好
了。从主观上说，我倾向于向上
冲一下的概率大一些。最近10
个交易日，8天都是阳量，放在
外围市场大幅调整的背景下，
机构出货并不容易。

其次，要关注宁德时代的
半年报。由于宁德时代对于创
业板和新能源赛道的影响都
很大，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只要业绩不出现意
外，就可能带动创业板，从而
带动大盘反弹；否则，那就是
向下回踩了。

整体来说，在外围市场大
幅调整及北上资金大幅净流
出的背景下，大盘以小跌收盘
已经是不错的结果，即便短期
有变盘，但大的方向也是震荡
市。操作策略上，以低吸持股
待涨为主，注意仍需规避中报
业绩预期不稳定的品种和高
位品种。 （张道达）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25期
开奖结果：41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2209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4 13 5 10 30 31
蓝色球号码：14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25期开奖结果：431，直
选：588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1211注，每注奖金
173元。（42866072.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25期开奖结果：43178，
一等奖40注，每注奖金10万元。（382473641.30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第 22097 期开奖结果：
510562+11，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
4注，每注奖金119233元；三等奖：16注，每注奖金3000
元。（290718774.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24日)

体
彩

兑彩票4个岗位两个与直播相关

8月19日，多名新东方前员工在
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表示，收到
新东方的职位邀请，其中还有“好久
不见，甚是想念，欢迎回家”等话语。

红星资本局从一位新东方前员
工处获悉，此次职位邀请中开放的岗
位包括主播、高中全日制项目总监、
销售运营经理和品牌公关，工作地点
均为北京。新东方还在招聘页面末尾
表示，未来将会有更多岗位开放。

从“新东方校友课堂”微信小程
序上可以看到，新东方将此次岗位招
聘命名为“归巢计划”。

一时间，新东方“召回”老师的消
息引发热议。

不少网友对新东方此举表示
赞许，称新东方是一家有良心的企
业：“非常佩服俞敏洪和新东方管
理层，能够妥善处理学员退费和员
工的遣散补偿，在双减大势下积极

转型，闯出一番新天地。有良心、正
义感的企业一定会迎来第二次发
展机会的。”

但也有声音认为新东方有营销
的意味，有网友对新东方此次招聘
的岗位产生质疑，“让老师回去做销
售做主播？”“这是要全部转主播和
销售？”

红星资本局招聘页面中看到，新
东方此次招聘，主播岗位被放在了首
位，品牌公关岗位的描述也与“直播”
联系紧密。

8月22日，新东方在线相关负责
人回应红星资本局称，这次招聘的主
播岗位不只是新东方直播间，还包括
东方甄选直播间。

前员工：我不适合主播岗位

新东方前员工想法如何呢？
收到新东方的职位邀请短信时，

蒋乐安（化名）正在上班的路上，这也
是她离开新东方7个多月后，第一次

收到来自老东家的短信。当看到“好
久不见，甚是想念，欢迎回家”几句话
时，她的内心有些许触动。

“第一次遇到有企业这样做，感
觉挺温暖的。”8月22日，蒋乐安对红
星资本局说。

在新东方成都某校区做了 2 年
英语教师的蒋乐安，于2022年1月被
新东方裁员，如今从事着与教培完全
无关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次发出职
位邀请，显示新东方是一家有情怀的
企业，“以后有合适机会还是会考虑
回到新东方。”

但 对 于 目 前 开 放 的 岗 位 ，蒋
乐安并不感兴趣。她认为不是每
个老师都能像董宇辉那样适合做
主播，站在讲台上和出现在镜头
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虽然董老
师可以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
的老师都能成功。

另一名新东方前员工刘思思（化
名）也有着相同的想法。她对红星资

本局表示，这个职位邀请让新东方在
其心里有加分，但岗位不适合。并且
她此前一直在新东方湖北校区工作，
如今新岗位工作地点均在北京，对于
新东方各省分校的老师来说，去北京
工作成本太高，并不实际。

“直播间装得下这么多老师吗？”
新东方成都校区前员工王涛（化名）
对红星资本局说，主播岗位无法接纳
所有的老员工。今年1 月，新东方创
始人俞敏洪在其个人公众号发文称，
新东方员工辞退6万人，当时相关话
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红星资本局注
意到，在双减政策落地前，新东方年
报显示，截至2021年5月教师人数约
5.42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拿着“N+1”补偿
离开的蒋乐安还表示，新东方的离职
补偿协议中提到，如果 12 个月内入
职新东方及旗下其他机构，就要自愿
退回这笔补偿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

这家公司的半年报很重要

95后原券商分析师
将出战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红 星红 星

资本局资本局88月月
2323日消息日消息，，
安信证券安信证券
原分析师原分析师
秦泽文将秦泽文将
参加世界参加世界
小姐全球小姐全球
总决赛总决赛。。

秦泽文 图据第7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大赛官方微博

格力电器停供河北总代
最强经销商“叛走”飞利浦

格力渠道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方产生利益纠葛

新东方“召回”老师做主播引热议
前员工：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董宇辉

渠道改革是格力电器近年来的
头等大事。董明珠在2021年度网上业
绩说明会上表示，改革就是要能找到
自己的短板，才能发展得更好。而目
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全国大市场
的整体长远利益与部分经销商的短
期利益产生了矛盾。

据格力经销商介绍，格力一体化
线上转型主要是指：“线下正常供货，
大家正常竞争，统一渠道进货。线上
通过董明珠店发单排单，如果排到了

谁的地区，那么谁就要在线下无条件
支持。”

这也让原来“躺着挣钱”的大经
销商利润受损，因为在此模式下，从
外省下单到省内的订单，利益分割为
多块。外省经销商挣引流的钱，厂家
挣空调差价，省内经销商则挣物流、
售后的钱。

“等于同样的生意，利润变薄
了。”上述经销商表示。

面对变化，徐自发所带领的河北

市场不愿配合，来了个“软抵抗”。经销
商告诉记者，徐自发优先给线下订单
排单发货，线上的则能推多久是多久。
导致线上很多客户到外省下单，排单
又排到了本省，线上市场一塌糊涂。

“此外，徐自发迟迟不愿意取消
省级代理提货，坚持以土皇帝身份自
居，不守市场规矩，所以才有了如今
的情况。”上述经销商表示。

记者了解到，利润受损情况具有
普遍性。很多经销商大佬也存抱怨，

但目前选择正面“刚”的，唯有徐自发
一人。

另有河北本地空调零售商告诉
记者，有传言格力河北经销商也在与
奥克斯接触，但尚未得到证实。此零
售商介绍，奥克斯对于格力经销商有
政策倾斜，只要是格力出来的，奥克
斯给的待遇和操作空间都更高一点。

据了解，近年来奥克斯线上销
售受挫，同时急需拯救被忽略的线
下市场。

对于河北格力事件，受访的格力
经销商表示，影响肯定有，不过都是
暂时的、局部的，对全国销售情况而
言影响有限。

此格力经销商告诉记者，有现场
参会的格力河北经销商朋友拿了10
万元，但是目前还在纠结要不要真的
跟徐自发改做飞利浦。其认为，飞利
浦虽然是洋品牌、大品牌，但在国内
没有生产线，而且销售渠道和口碑也
远不如格力。

“商人逐利，他们几年不赚钱，就
要重新回来做格力了。”格力经销商
如此表示。、

对于河北格力事件是否会继续
发酵，造成其他心有不满的经销商大
佬“跟风”出走，以上人士直言对格力
有信心，“格力目前的商业模式，离开
了谁都行，包括董总。公司确实存在
不少问题，包括管理上的，工资待遇
上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格力成为国内
家喻户晓的品牌。”

“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产品
质量足够过关；二，品牌度足够高；
三，经销商跟着做能够赚到钱；四，没
有颠覆性产品出现。”

综合而言，河北经销商出走事
件对格力电器来说的确又是一次挑
战。在处理的过程中，如何挽留对格
力品牌有贡献也有意愿的经销商；
如何保证二级经销商的利益；如何
避免产生风险溢出，保证全国经销
商队伍的稳定等都考验格力管理层

的经营智慧。记者就以上情况和相
关问题致函格力电器咨询，截至发
稿尚未获得回复。

值得关注的是，董明珠所著《行
棋无悔》中前几章叙述了淮地哗变、
滨江事件的具体经过和事后反思。近
年，格力也遇到过山东经销商“倒戈”
其他品牌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格
力电器已有多次处理相关事件的经
验。对于此次河北格力事件，必然还
有很多后续。综合财联社、界面新闻

河北总代转做飞利浦

格力渠道改革伴随“阵痛”

格力经销商：长期影响有限

近日，多名新东方前员工表示，收到“老东家”新东方的职位邀请。新东方面向老员工们开放
了包括主播、销售运营经理等岗位，将其命名为“归巢计划”。

一时间，新东方“召回”老师的消息引发热议。
8月22日，一位新东方前员工对红星资本局表示，新东方此举显示它是一家有情怀的企业，

但对于目前开放的岗位却并不感兴趣，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像董宇辉那样适合做主播。

格力总装车间，一箱箱产品即将下线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