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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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格力电器在位于珠海的公司总部举
行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7个月的
董事会换届大戏终于上演。会上对格力电器新
一任董事会名单举行投票表决，新一届董事会
名单出炉。相比上届，非独立董事人数从4人增
至6人，分别是董明珠、黄辉、望靖东、张伟、张军
督与郭书战。独立董事仍为3人，分别为刘姝威、
邢子文、王晓华。

董明珠高票当选董事
连任董事长“稳了”？

昨天的临时股东大会上，投票结果显示，6
位非独立董事尤其是董明珠都高票得选，而3位
独立董事中，董明珠“闺蜜”刘姝威成为了独立
董事中得票最多的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6名非独
立董事几乎都来自于格力电器的高管层，或是有
格力电器背景的格力集团高管或一致行动人。

其中，格力电器的大股东格力集团推荐了4
位，分别是董明珠、黄辉、望靖东和张伟。黄辉是
格力电器执行总裁，望靖东是格力电器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张伟现任格力集团
常务副总裁。京海担保提名的张军督与郭书战，
也都是董明珠一手搭建的格力电器经销商体系
的中坚力量。

三位独立董事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
究中心主任、万科独立董事刘姝威，西安交通大
学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教授
邢子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晓华。

新一任董事长将由这9人组成的董事会选
出。根据格力电器《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有市场人士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分
析称，董明珠连任董事长“稳了”。

涉嫌提前透露内幕消息
股东大会曾被临时叫停

昨日，临时股东大会还出现了有意思的小
“插曲”。董明珠作为一个快嘴“网红”，在现场人
气高涨，在大会休息期间被多为股东要求签名。

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董明珠公布了格力电
器2018年的业绩预报，称2018年实现2000亿元的
营收。董明珠还公布2018年税后利润为260余亿
元，据第一财经报道，这涉嫌提前透露内幕消
息，股东大会曾被临时叫停。

谈到利润率有所下滑时，董明珠提到芯片，
“我在做芯片研究，增加很多研发设备，这是要
投入的。”

投资银隆新能源
给格力电器搭桥

作为银隆新能源的股东，陷入银隆内斗，董
明珠难免被投资者问到银隆事宜。

她回复，新能源是必然的方向，“我们空调
做到世界老大，但是汽车空调没有办法打进去，
收购银隆是想把汽车空调市场打开，我们是带
着梦想去做这件事的。”对于借钱投资银隆新能
源，董明珠称，是为了格力电器搭上这座桥梁。

此前，格力电器在连续十年分红的背景下，
宣布2017年不分红，引起市场一片哗然。如今，
是否分红也成为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董
明珠称，格力会持续分红，“但我们什么时候分
红，分红多少，也要看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现场有投资者提问称，董明珠不可能永远
是格力电器的董事长，公司内部是否有董事长
接班人的培养计划。

董明珠回答，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现在就
退休，但是企业的发展必须有延续性。“上市公
司没有规定什么时候退休，你能干好就能干，就
怕你干不好还想干。我心中还是有评估的，谁能
真正对未来格力电器的发展负责。”关于“接班
人”，董明珠称，这个人选不是她说了算，是自己
干出来的，真正地把这个企业当家，就是未来的
接班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1996年，董明珠已经从一个业务员
做到了经营部部长，全面负责格力电器
的销售工作。

1996年，刘姝威还是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金融研究员。

1996年，刘姝威以消费者的身份与格
力相遇，她购买了两个电风扇。到了2016
年，这两个电风扇仍然让她赞不绝口。

这两台电风扇像是大洋彼岸的蝴
蝶，扇动着翅膀为日后的格力带来一阵
飓风。

董明珠与刘姝威都是较真的人，更
重要的是，两人对于实业经济的看法都
是一致的。

2017年11月，在第三届中国制造业高
峰论坛上，董明珠称，“金融是不可缺少，
但是金融不是主流，我们制造业是主流。”

刘姝威也持有相同的观点，“金融历
来是服务业，它是为实业服务的，我们不
要本末倒置。”

两个人不仅把观点停留在嘴上，也
在身体力行。

于刘姝威，是“拳打”乐视，“脚踢”宝
能。连续发文抨击乐视的财务数据与商
业模式，又在《宝能的“颜色革命”》一文
抨击空手套白狼式掠夺实体经济控股权
的行为，呼吁依法严惩，否则就没有人愿
意再干实体经济。

于董明珠，是与雷军的10亿赌局。
2013年，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颁奖会上，董明珠与雷军约定了10亿元
的赌局。这个赌局实质上是以格力为代
表的传统实业与以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
新经济企业之间的赌约。

2015年，刘姝威在格力新品发布会
上亮相。

2016年，董明珠试图通过格力电器
收购银隆新能源，但因中小股东反对而
流产，此后董明珠以个人名义对银隆新
能源进行投资。刘姝威公开支持，称：“一
个企业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董明珠投资
珠海银隆之后，银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既有技术又有一个可以说国际一流的企
业家，相信银隆会是第二个格力。”

除了对媒体的公开表态，刘姝威的朋
友圈也侧面印证了其与董明珠的友情。据

《中国证券报》报道，2018年5月15日，刘姝
威发朋友圈称：“飞抵珠海，与我的闺蜜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相聚！”

两天后，刘姝威再次在朋友圈晒出
参加格力晚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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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与刘姝威的闺
蜜情深引来了许多质疑：刘
姝威作为格力电器的独立
董事，她能否真正站在独立
董事的独立立场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注意到，在刘姝威签署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中，其
本人及直系亲属等都符合
相应的规定：不在格力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没有直接或
间接持有格力股份，也没有
在格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
务为往来的单位任职……

中国证监会早于2001
年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根据该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独立董事应当独立
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
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而刘姝威作为独立董
事，其与董明珠的闺蜜情到
底会不会影响其判断？

一位持有500股格力电
器的小股民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刘姝威和董
明珠的闺蜜关系确实让股
民心生质疑：她们在格力决
策时是否会相互影响？股民
们对此感到很担心。

著名财经评论人皮海
洲告诉记者，他认为刘姝
威不适合担任独立董事。
董明珠最大的问题就是对
投资者不够重视，不注重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独
立董事本身的职责就是保
护投资者的利益，“刘姝威
当上独立董事，可能会看
董明珠的脸色行事，她不
适合当这个独董。”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
向记者表示，刘姝威曾称董
明珠的自己的“闺蜜”，既然
是闺蜜，证明两人的关系非
同一般。那么，格力未来的
决策或是独立董事的监督
等职责势必会受到董明珠
与刘姝威的“闺蜜”感情的
影响。“当代独董制度的核
心是在于‘独立性’，必须确
保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无
任何利益关系。否则，独立
董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性，可以取消了。若刘姝威
教授仅仅是高校的一名学
者，我还相信她说话的分
量。她若是格力电器的独立
董事，身份性质变了，再加
上闺蜜关系，言论方向很可
能就会跟着变化。”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杨佩
雯 记者 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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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姝威是一个较真的人。
1996年，被称为“中国农业第一股”

的蓝田股份在上海上市。作为一家农业
企业，蓝田股份到2001年，股本扩张了
360%，创造了中国股市的神话。

2001年10月26日，刘姝威在《金融内
参》（该刊物属于机密级）上发布了一篇
600字的文章《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
放贷款》。文章对蓝田股份的财务报告进

行分析，结论是：蓝田股份已经失去了创
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它是一个空壳，无力
偿还巨额债务。

文章发表以后，蓝田股份很快反击。
先是其总裁、副总裁找上门来，称刘姝威
的文章让全国银行都停止对蓝田股份发
放贷款；随后，刘姝威被以侵犯名誉权为
由告上法庭；开庭前，刘姝威收到恐吓
信，对方称“1月23日（即开庭日）是你的

死期”。
后来接受央视《新闻调查》专访时，

刘姝威坦言：“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准
备）以死相拼了。”

幸运的是，有关部门和舆论都对此
高度关注。蓝田的10名高管被拘传，后因
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虚假注册资金等罪
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至三年不等。

刘姝威一战成名。

刘姝威是谁？600字真言击碎蓝田神话

两人如何交集？两台电风扇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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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闺蜜
能否当独董

昨天，大盘再次陷入窄幅震荡，上证
指数仅上涨0.07点，以2570.42点报收，

其他几大指数波动幅度不到0.1%。
尽管指数波动不大，但个股表现

还是非常活跃。在沪深两市的跌幅榜
上，一只曾经的大牛股三安光电却放
巨量跌停，原因是被质疑财务造假，相
关报道还指出三安集团在554.31亿总
资产仅有71.2亿元“净资产”的情况
下，对外的预付账款却高达86亿元。

三安光电董事长回应称，公司采
用预付款形式是为了做大每年的贸
易规模，以预付款的方式有利于公司

锁定产品价格，
获取更好的差价
利润。

昨天盘后，
新华保险发布公

告，董事长万峰因个人年龄原因辞去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等职务。就在前
不久的1月7日，新华保险就曾经因为
这个传闻，股价遭遇大跌。此后，虽然
止跌企稳，但走势依然很弱。消息落地
之后，新华保险今日会如何表现，值得
关注的。

最后，说一下对市场的看法。昨天
的大盘可以说没有趋势，成交量不大，
指数波动幅度也极小。其实，这种状态，
在2019年新年以来，似乎是一种常态，
几乎每天指数都是小阴小阳。指数变化
不大，但个股炒作非常热闹，这种局面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只要做好个股的防
雷、排雷工作，积极参与一些热点的交
易性机会，应该会有所收获。（张道达）

被质疑财务造假 曾经的大牛股遇重创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