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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卿春霞位于华阳街道锦江路四
段188号20栋3单元7楼701号房屋
产权证（监证号:1376457）遗失

●凌佳利持有川大学生证 (证号：
2012141013036)遗失
●成都三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高
新区分公司通用手工发票代码：
251011353020号码02557551-�
02557575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胜龙科技生态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川国
税510106746426526)遗失作废

●张玉金省级机关离休干部公费
医疗证(00958号)、离休证遗失
●向中辉持有成华区中辉汽车维
修部发票11552413遗失作废
● 杨 睿 遗 失 身 份 证 ， 号 码
510104199111203778声明作废

报废车回收
●高价收购报废车13194984169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酒楼·茶楼转让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低价转让郫县西华大学旁3900
平高品质品牌酒店18030845821
●光华盈利茶府转15884886644

餐馆转让
●市中心300平餐转13880893637
●南航空路美食城13981811020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980918900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蒸汽钢构厂房急售84963133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租公平镇厂房13808002675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在建标准车间3栋15000平方、
30亩招租寻合作15828316577
●厂库房500平出租18030879377

招 商

●转建筑二级公司18982087368
●广安市区18万平电梯物业项目
寻求个人或公司合作87534966

急需用钱，希望放款额度又快又高，
贷款利息再低一点。现在，急需贷款的个
人和小微企业拨打028-66623666或者去
快贷中心（位于西安中路47号，近宽窄巷
子）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抵押，
额度高、放款快，银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
产品，银行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目前，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
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
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营业
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
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
放款。

快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证担
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
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还款方式多
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
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快至半小时放款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转资
金，也可以拨打028-66623666申请汽车抵
押贷款。只要资料审核完毕，最快半个小
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息低至8厘。此外，
快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
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的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马先生用被查封奥迪车
和相关证明资料通过快贷中心向银行申
请到30万元的应急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快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工作或
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无抵押轻松贷。

你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
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以用单位购
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一个放大贷；还可以
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
60倍来办理应急贷款。总之，只要你想贷
款，不管你有无抵押，只要打通快贷中心
028-66623666都将努力为你打通银行渠
道，拿到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昨日的A股市场，可以说是
非常精彩，上证指数大涨41.41
点，报收于2895.70点，以一根中
阳线收复了上周五的失地。另外，
一汽和万科的股东大会也备受关
注，这两件事让我看到股东维权
意识的崛起，这对A股长远而言
是一个利好。

两场股东大会，一根“阳包
阴”的中阳线，使得上周五的阴云
一扫而光，这也仿佛让达哥听到

了冲锋号。未来行情会如何发展，
我们又该如何调整操作策略？

先来说说两场精彩的股东大
会，昨日很多网络媒体都在进行
现场直播，达哥自然对此也是高
度关注。首先，一汽的股东大会中
最重要的一项议案——关于中国
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
事项履行期限的议案，该议案被
股东大会投票否决。此前，关于这
一事件早已闹得沸沸扬扬，一汽
系公司的股价也是大幅下跌。一
汽违约事件，不仅引发了以私募
明曜投资为代表的中小股东的强
烈反对，同时也被监管机构连发
关注函关注。从最终的投票结果
看，违约议案被中小股东否决，这
正是中小股东的一场胜利。

同时，昨日万科的股东大会

同样是焦点，万科董事长王石不
得不站出来直面股东们的非议。
从股东大会的结果看，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报告两个议案均未能
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在达哥看来，一汽和万科的
两个事件，都说明A股股东维权意
识的崛起。包括万科事件在内，不
论争议双方孰是孰非，不管王石
最终去留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
解决资本市场的纷争，长远来说
对股市都是利好。

再说昨日的市场，早盘在武
钢、宝钢重组消息的刺激下，煤
炭、钢铁等板块都有所表现。不
过，后来热点板块有所扩散，更多
的机会还是在小盘股上。尤其是
创业板，反弹力度明显更大。昨
日，创业板指数涨幅达到3.03%，

已经突破了60日均线和半年线的
压制。当然，沪指和深成指也都是
大涨，并以全天高位收盘，没有出
现冲高回落的走势，这种光头光
脚的中阳线，总是能够让人对后
市充满期待。或许一汽和万科事
件，与昨日股市的大涨没有直接
关系，但两场股东大会，以及昨日
的“阳包阴”却给投资者带来了更
多的信心。

当前这个位置，经历了很多
利空消息的冲击，空头没有把市
场打下去，多头又强力收了回来。
昨日，虽然60日线和半年线依然
在上方压制沪指，但我的判断是
经过昨日的“阳包阴”，决战可能
即将打响。未来如果出现一根中
阳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突破的。

从操作上来说，如果半年线

能够在短期内突破，那么操作上
一定是要跟进的，能够带量向上
突破，那自然是更好，倘若成交
量有所欠缺，则跟进的力度相应
打点折扣。此前我们提到跌破
2890点保持半仓，而如果近期放
量突破半年线，可以考虑重新跟
进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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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需用钱找快贷
银行利息低至3厘

道达号：
打造负责
任的投资
社群

两场股东大会一根“阳包阴”仿佛听到了冲锋号

昨日下午的万科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15年度报告和经审计财务报告、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和2016年度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而2015年度董事会报
告和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均被否决。

公告显示：第一，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的占31.71%，反对的占68.28%，弃权占
0.01%；第二，监事会报告同意的占31.71%，
反对的占68.28%，弃权0.01%；第三，年度报
告和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同意占58.03%，反对
的占41.05%，弃权占0.01%；第四，2015年度
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同意的占99.91%，
反对占0.08%，弃权0.01%；第五，2016年度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同意占99.60%，反对占
0.38%，弃权0.01%。

其中，华润和宝能均对董事会报告和监事
会报告投了反对意见，而安邦和绝大多数中小
股东则对上述议案投了赞成票。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宝能对万科2015年度报告及经审计财务
报告也投了反对票，而华润则投了赞成票，由
此可出华润和宝能利益或许并不完全一致。

知名律师王智斌和张远忠向记者表示，否
决上述两份报告只是反映了股东对万科董事
会和监事会工作的否定态度，并不会产生实质
的法律后果，不过这有可能是万科罢免案的热
身和预演。

此次宝能和华润同时否决万科董事会和
监事会报告的举动，不禁让市场再次猜测其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为此，深交所也于昨日晚间
分别向宝能和华润发函询问是否构成一致行
动人。同时，深交所还询问宝能提出罢免相关
董事和监事，却未提名相关董监事候选人的行
为，对万科的日常经营活动所造成何种影响，
有何措施？另外，罢免相关董事监事的行为是
否与宝能前述“暂无计划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
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承诺相违背。

每日经济新闻

会上万科再次提到了事业合
伙人制，并表示，事业合伙人制并
不会对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影
响。郁亮表示，关于客户、股东和
员工，毫无争议，客户第一。而股
东和员工是有反复的。事业合伙

人，就是为了让他们合二为一，地
位同等重要。

王石也在最后表示，“作为一
个管理团队，你没法决定股东是
谁，万科并不是聘请来的雇佣军，
股东不喜欢我们就可以走，万科我
们是创业者之一。你必须学会去与
狼共舞，如果在过去的协调中出现
这样的问题，我只能说我的智慧还
不够，还需要学习。本身我是一个
乐观主义者，我不认为现在的局面
已经到了心灰意冷的程度，看到现
场这些股东，觉得大家都关注万科
的进程，提的问题都非常理性，很
多年没看到万科的股东大会这么

热烈、积极，非常感动。”
“借这个机会我想做一个检

讨。关于’野蛮人’好像今天应验
了，我从来没有用过‘野蛮人’这个
词，我用的是‘恶意收购’。当时宝
能扮演的角色就叫恶意收购，这个
恶意收购相对善意收购而言的，这
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中性的词。”
王石说，“但是我在沟通上表现的
有一种我就瞧不起你的感觉。有没
有呢？有的。就我的态度来讲，当中
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就这一点向姚
振华先生表示歉意。”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中国企业
家杂志

王石直面宝能罢免议案
“我的去留已经不是很重要”

昨日下午，万科2015年度股东大会在深圳总
部召开。创始人王石出席。王石右边坐着万科总裁
郁亮，左边坐着万科监事会主席解冻。宝能系并没
有派代表出席大会。

此次股东大会上，万科总裁郁亮主持了年度
工作报告解读，总结了万科2015年工作亮点及业
务转型。但是更令人关注的是王石和高管团队答
中小股东问。

总裁郁亮在会上坦言，受“宝
万之争”，华润和宝能公开表示不
支持引入深圳地铁，以及宝能发起
的罢免万科管理团队等事影响，万
科的管理经营出现了不稳定。

“我们尽全力来维持队伍，万
科的业绩没有受到影响。到3月份，
地铁的合作备忘录签署，安排重组
后，员工深受鼓舞。出现反对声音
和罢免后却动荡较大，我们担心万
科复盘会出现股价下跌。”

据介绍，目前，万科的合作项
目部分出现了解约、退订，银行正
在重新考虑贷款，合作方、客户都
对万科表示了担忧。而竞争对手也
在开始挖墙角。目前，已经有猎头
整日围着万科深圳总部转了。连王
石也中招。

王石在答中小股东提问时笑
言，“今天一早接到猎头电话，问我

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但是，随后他又表示，“你们

放心，我们会做好我们应该做的
工作，再难，从某种角度来讲，这
个公司我是创立者之一，文化也
是和我密切相关。我的去留已经
不是很重要，重要是这个文化能
延续下去。我们是万科文化的守
望者，个人的荣辱去留已经不是
很重要了。”

郁亮随后也表示，“现在，我们
的管理团队确实感到有心无力。事
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普通员工，
他们创造了万科的价值。而我们在
的每一天，都会尽到责任。”

有股东提到了宝能在罢免议
案中质疑王石2011至2014年国外
留学期间领取的5000万薪酬的问
题。王石也进行了回应。

王石称，“担任董事长期间我
有段时间探险登山，还是国外考察

学习，督促工作，我负责这一块。国
际上业务来讲，美国旧金山投资
等，都是我具体投资谈判，英国伦
敦的项目，还是我负责，包括下面
的西雅图，都是我具体在负责业
务。当然我作为专职的董事长，主
要工作，还是对于公司战略上的把
握，如何对团队执行董事会决策，
决策得怎么样，是否有偏差。”

万科监事会主席解冻进一步解
释道，王石从未脱离工作岗位，他一
直负责和公司发展有关的战略思
考，指导推进国际化的业务，包括一
些具体的业务。王石的游学背景拓
宽了万科的国际化视野，帮助万科

获得了很多国际化资源和合作伙
伴，这对于过去几年公司的国际化
战略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解冻还指出，王石属于执行
董事，和其他管理层一样从公司
获取薪酬，薪酬由董事会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批准，并在年报中披
露，作为年报的一部分，经过股东
大会的审议。1998年，万科销售收
入仅20亿，2015年接近2000亿，利
润181亿。18年间销售规模增长
116倍，但王石的薪酬不但没有随
业绩的增长而增长，反而主动下
调了。2015年度，王石的薪酬仅占
公司利润的0.05%。

王石笑言被挖

“担任董事长期间我有
段时间探险登山，还是国外
考察学习，督促工作，国际上
业务都是我具体投资谈判”

“我在沟通上表现的有一
种我就瞧不起你的感觉，当中
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就这一点
向姚振华先生表示歉意”

“我的去留已经不是很
重要，重要是这个文化能延
续下去。我们是万科文化的
守望者，个人的荣辱去留已
经不是很重要了”

回应薪酬问题

向姚振华道歉

华润宝能发难
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被否决

深交所询问宝能华润

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图据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