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8日，通威股份（股票代码：600438）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四川商界的风云人物刘汉元卸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选举谢毅为新
任董事长。不过刘汉元并非退休，他将继续担任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同
时在上市公司保留董事职务。

刘 汉 元 卸 任 通 威 股 份 董 事 长刘 汉 元 卸 任 通 威 股 份 董 事 长

继任者谢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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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凯德风尚5-1-1706唐文芳遗
失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和收据（票据号：37452），特此
登报作废。

●泰华锦城房号5-2-2904房主
熊欣，购房收据（号码9000353，金
额405250元）遗失。
●高新区蓝宇光影图文设计工
作室（税号：92510100L5971428
9N）税控盘，号码44-66153903
436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四海通信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工商注册号5100001807024）
拟注销税务登记，特此声明。

●成都众智酒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8351831， 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08351832， 宁鸿鹏
法人章编号 5101008596167，发
票专用章编号 5101008596165，
均遗失作废。
●成华区沙河印象酒店开具给
客人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作废遗
失未退回，票号：33976084， 编
码051001800104开票日期：2019
年4月23日。

●成都英泰利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定， 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成都日用杂品有限责任公司
工会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草市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账号 440220200900894222��
5， 核准号 J6510006189702）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天瑞装饰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225028432） 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华驰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码91510100MA6CL15408， 公章
编号5101095252148， 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95252149， 张飞林
法人章编号5101095252151均遗
失作废。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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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自担。

现在的行情有点麻烦

“80后”关键词

桃园眷村：
相关报道部分内容失实

桃园眷村主要售卖豆浆、油条、饭
团等传统早餐产品，定位是“有品质的
轻食”，一根油条8元，一杯豆浆12元。
因把门店开在LV旁边，桃园眷村迅速
走红，开业之初，想吃一餐，有时需要
排队2个半小时。

然而，好景不长。近期，有媒体报
道，桃园眷村在上海的4家门店陆续关
闭或暂停营业，另外被报道关停的还
有成都太古里店，北京的五彩城店、朝
阳大悦城店。短时间内，7家门店被曝
关停，一时间，媒体纷纷唱衰，认为桃
园眷村产品单一、价格虚高、门店生意
不好，品牌光环褪色。有品牌研究直
指，高价地段、高级装修、高级食材，桃
园眷村把品牌定位放在“高级早餐”那
一天起，便埋下了闭店的根源。

桃园眷村品牌部杜女士回复记
者称，相关报道的部分内容失实。上
海五角场店、龙湖虹桥天街店，北京
的五彩城店、朝阳大悦城店这4家店

很显然，现在的行情，确实是遇到了麻
烦。昨天沪指再跌42.81点，以2850.95点报
收，跌幅1.48%，创下近期调整以来的新低。
同时，沪指也逐渐逼近年线，市场进一步考
验多头忍耐的极限。

更糟糕的是，创业板指数已经跌破年
线，形态非常难看。眼下市场的困局如何才
能化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五一”节后第一周，还没有结束，沪指
已经下跌超过7%。周一留下的巨大向下跳空
缺口，短期看来是很难回补了。2月25日留下
的巨大向上跳空缺口，经历了两个多月，现
在也将面临补缺的考验。

近期的市场，最大的感受是无序，热
点十分凌乱，甚至可以说是找不到热点。
除了无序，就是无力。昨天，沪市只成交
了1974.5亿元，这也是2月15日之后沪市
成交额首次低于2000亿元的水平，而当时
沪指只有2700点。

从历史来看，汇率下跌对股市是有明显
影响的。如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度
下跌，对于股市来说，也是让人非常担忧的。
如果还不清楚，不妨看看离岸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去年的走势，再对比一下同期A股市场
的走势，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

或许，几天之后，悬念才会揭晓。而在此
之前，大家都只能在担忧之中等待。再说大
盘未来的走势和应对措施。说实话，现在是
没有什么方向感的。沪指距离年线已经不远
（年线位置在2822点附近），而半年线和年线
的距离也不到20个点。

再说应对措施，那就是近期最好减少交
易，静观其变，如果心里还承受得住，那就坚
持一下；如果承受不住，那就果断减仓，降低
损失。 （张道达）

5月6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5月10日将
发行2019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凭证
式），最大发行额为500亿元。记者获悉，这两
期国债的票面利率高于各家商业银行官网
披露的同期限存款利率。

财政部表示，第三期和第四期国债均为
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总额500
亿元。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4.00%，最
大发行额300亿元。第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
利率4.27%，最大发行额200亿元。两期国债
的发行期为2019年5月10日至5月19日。5月9
日，记者查阅了多家商业银行官网公布的3
年期和5年期定存利率，目前均为2.75%。

财政部指出，投资者在购买了两期国债
后，可到原购买机构办理提前兑取。但当期
国债发行期最后一天不办理提前兑取。据了
解，投资者提前兑取两期国债，按实际持有
时间和相对应的分档利率计付利息，具体
为：从购买之日起，两期国债持有时间不满
半年不计付利息，满半年不满1年按年利率
0.74%计息，满1年不满2年按2.47%计息，满2
年不满3年按3.49%计息；第四期国债持有时
间满3年不满4年按3.91%计息，满4年不满5
年按4.05%计息。

记者获悉，投资者可通过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20
余家商业银行进行购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最大发行额500亿
今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10日发行

被曝经营不善多家门店关闭被曝经营不善多家门店关闭，，桃园眷村回应桃园眷村回应：：

关了4家，系正常商业行为
成都门店情况如何？记者实地探访

据公开披露的简历显示，谢毅是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
现任通威股份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通
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董事长、通
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4年1月出生的谢毅现年35岁，
伴随5月8日发出的通威股份决议公
告，谢毅将成为A股市值500亿以上上
市公司董事长中最年轻的人；同时也
将成为中国光伏60余家主流上市企业
中最年轻的董事长。

2011年5月，谢毅加入通威集团。
2013年，年仅29岁的谢毅被任命为通
威太阳能董事长，开始独当一面。其
后，谢毅的成长与通威在光伏领域的
加速布局休戚与共。在他的带领下，
短短几年时间里，曾濒临倒闭、荒草
丛生的合肥赛维公司（“通威太阳能
合肥有限公司”前身）迅速被盘活，不
到100人的新生公司快速发展成为拥
有几千名员工的行业翘楚。通威太阳
能也由此在光伏行业加速崛起，成为
全球竞争力最强、产能最大的电池企
业之一。

谢毅出任董事长，是通威股份高
管年轻化战略的重要一环。5月8日的
公告后，谢毅的人生无疑又将翻开新
篇章。曾有媒体在采访中请谢毅给自
己“贴标签”，他略一思索，总结了12个
字来回答：永远好学，非常认真，极度
坚韧。

谢毅曾表示，今天正在做的事业，
是一份经得起历史与时间考验的使命，
而能够支撑起这项使命的，除了企业的
硬实力之外，更在于核心的软实力——
企业文化的力量。

“我是2007年从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毕业的管理学硕士，这所大学教给
我很多管理学理论，但理论和实际仍
有很大差距。”谢毅表示，对于管理，
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纠结，刘汉元作为
经营企业30多年的商业领袖，早已总
结了太多成功的经验。并且，刘汉元对
他的事业、人生影响至深，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才能够走得更稳、更好、更
快、更远。

回溯谢毅在通威的职业生涯，除了
发扬了这家企业的奋斗精神与企业文
化外，谢毅对刘汉元的管理思想、发展
理念都浸染颇深，刘汉元的言传身教、
人生哲学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某种程度上更是通威文化的传承。

截至2019年4月，通威太阳能已实
现56个月持续盈利、连续56个月满产满
销、连续56个月开工率100%，创造了全
球光伏行业新纪录。预计到2019年底，
通威太阳能电池总产能将超过20GW，
连续3年成为全球产能规模和出货量最
大的太阳能电池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
有望达到15%。而在未来2年~3年，其产
能规模预计将超过30GW。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收购后，合肥赛维更名为通威太阳能（合
肥）有限公司。当谢毅首次到（合肥）公司时，公
司可谓是“一穷二白”。

谢毅回忆，重组刚完成时，宿舍楼的灯晚
上只亮几盏，因为员工比较少（只有87人），草
长得比人还高，看起来特别荒凉。“当时我对身
边的周丹说，什么时候能把宿舍楼的灯全部点
亮就好了”。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行业正在
经历寒冬，许多经营多年的大企业都步履维
艰，何况这样一家刚刚完成重组的“新”工厂？

在合肥工厂几乎从零开始创业的最艰难
时刻，谢毅曾向刘汉元许下“给我三个月，干不
好就不回来”的“军令状”，他也最终带领团队
实现了承诺。当年，通威太阳能的产品在行业
几乎“名不见经传”，为了开拓市场，谢毅曾和
同事一起“奔袭”上千公里，一天跑四个城市；
在合肥公司“风生水起”后，谢毅又“落脚”成都
双流，开始通威太阳能的二次创业。

谢毅作为两家公司董事长，在倍感压力的
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个人有太多的辛酸、付
出与委屈，但别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但一个人
的胸怀往往是被委屈撑大的。在这样的情况
下，表率与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多年发展，通威已经成为国内唯一拥
有从上游多晶硅生产、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到
终端光伏电站建设的垂直一体化光伏企业。在
谢毅看来，光伏是一个市场变化极其迅速、上
下波动极其明显的行业，公司的每一步行动都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成功是偶然，失
败就是必然。”刘汉元的这句话，谢毅深深地铭
记在心，并不断思考如何持续夯实企业内功。

在谢毅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
——“放平心态、认清自我、脚踏实地、持之以
恒”，字幅正好对着他的办公桌。谢毅说，这十
六个字时刻提醒着自己，是他工作和人生的座
右铭。“我认为自己不属于聪明人，但勤能补
拙，只有用勤奋来要求自己，只能笨鸟先飞。”

35岁获得如此成就，谢毅无疑是“人生赢
家”。但荣耀背后，是数不清的汗水和艰辛。对
于谢毅而言，过去担任通威太阳能董事长的6
年，通威太阳能从零开始、从无到有，起死回
生，有太多的难忘记忆。

2012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不景气，当时的
两大光伏巨头都陷入经营困局，赛维合肥工厂
也在建成不到8个月后就被迫停产。这让通威看
到了扩大光伏版图，进入电池片领域的机会。

谢毅带领团队在合肥待了两个月，做着调
查等并购准备，在做了大量工作之后，通威与
赛维已经把交易条件谈妥、合同谈好，只差最
后一步。但在最后关键时刻，行业内另外一家
规模很大的企业突然入场，几经交涉也不愿退
出或让步。

但通威志在必得。2013年9月10日，谢毅代
表通威竞拍出价。经过惊心动魄的218轮竞拍，
谢毅最终在现场亲自“按下”8.7亿元的成交价，
以比最初的评估价高出5亿多元的价格收购合
肥赛维。由此，谢毅被同事称为“通威历史上一
天之内花钱花得最多的人”。然而这次最初并
不被看好的并购，此后被业界认为是全球光伏
行业最成功的并购案例之一。

这是中国光伏史上轰动一时的并购案，也
是谢毅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将创下两项
“最年轻”纪录

并购关键词

8.7亿元
收购合肥赛维

开拓关键词

“奔袭”上千公里
一天跑四个城市

理念关键词

受刘汉元、通威文化
影响颇深

被称为“早餐爱马仕”的桃园眷村，
近期因部分门店关店休整，被认为经营
不善。有媒体报道称，产品单一、价格虚
高、门店生意不好或是主要原因。

对此，5月8日，桃园眷村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一些报道的内容失实，
桃园眷村并未收到新闻类媒体的采访
邮件或电话。桃园眷村确实有4家门店
停止营业，但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其
他门店正在升级，新形象店铺会集中
在5、6月强势回归。据介绍，为撕破身
上的“网红”标签，桃园眷村正从深度、
广度多元化升级品牌。

80后

确实已被关闭，但这属于正常的商业行
为。她承认这几家店的位置“不适合桃园
眷村”。其他门店在同时升级，将陆续在
5、6月份开业，这是品牌的既定战略。公
司在4月对外发布了门店升级的声明，不
过并不是刊登在官方微信号上，而是在几
家餐饮媒体上。

记者实地探访成都3家门店

5月7日，记者在早餐、午餐和晚餐时段
前往成都的3家桃园眷村，各蹲守了约1小
时。这3家店分别位于悠方购物中心、华润
万象城和远洋太古里。悠方店和万象城店
都位于购物中心一层，店铺临街，内外都有
显眼的招牌，太古里店则与众多奢侈品牌
比邻而居。

早上9点半至10点半，成都悠方店并未
满座，到店顾客约20多人。记者以消费者身
份询问店员，对方对桃园眷村部分门店闭
店的说法并不知情。她否认了生意不好的
说法，表示产品受到周边白领的欢迎。

中午12点半至2点，面积更小的华润万
象城店在短暂的客流高峰后迅速冷清下
来，只剩下两位顾客。万象城的保安回忆
称，桃园眷村只在刚开业的时候火了很短
的时间。“周末人多些，工作日来的基本是
周边的白领。”

下午4点半至5点半，成都太古里店人头
攒动。结束了一天工作的白领，桌上摆着煎

饼、小笼包，而游客则抱着一杯豆浆在此歇
脚。店员称目前还处在试营业期，软装、菜单
还在优化过程中，将于5月18日正式对外宣
布升级营业。

对策：
多元化升级品牌，
努力撕掉“网红”标签

无论是受访的消费者，还是外卖平台
上的顾客评价，主要集中在“贵、味道好、产
品种类少、外卖豆浆总是洒出来”等。对很
多人来说，桃园眷村还是一家网红店。

桃园眷村品牌部杜女士向记者表示，
当年成为网红只是一场意外，如今
已经是后网红时代，桃园眷村正在
努力撕掉身上的网红标签，从深度、
广度多元化升级品牌，打造全品类
生活平台，让桃园眷村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目前的门店数量已经有40多
家，桃园眷村不再盲目开店扩张，而
是针对不同城市、商圈、人群，打造
旗舰店+标准店+精选店的门店集
群。此次升级的上海、成都3家店就
将被打造成旗舰店，增加售卖文创
衍生“眷集”系列的区域。桃园眷村
还将在全国门店启用封膜机，避免
外卖豆浆洒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刘汉元（左）和谢毅（右）

桃园眷村太古里店

桃园眷村万象城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