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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去年净利润同比增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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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艳）

昨日，晚

间， 格力电器公告 2018 年年报业绩预

告， 预计总营收为 2000 亿元~2010 亿

元，净利润达到 260 亿元以上。 与此同

时，据报道，格力电器昨日下午召开股

东大会，董明珠和刘姝威“携手”进入新

一届董事会，董明珠离连任格力电器董

事长又进了一步。

预计净利润260亿~270亿元

公告显示，格力电器预告2018年营

收为2000亿元~2010亿元，净利润为260

亿元~270亿元， 同比增长16%-21%，每

股收益约4.32元。 格力电器表示，2018

年度家电行业表现良好，公司把握行业

趋势，优化内部管理，凭借品牌、技术和

渠道优势，盈利水平稳定增长。

家电行业观察人士刘步尘向信息

时报记者表示， 如果格力电器 2018 年

的业绩如预告披露，那么的确是非常出

色的业绩。“2018 年整个空调市场行情

超乎预期，对格力电器的营收增长形成

巨大支撑，从目前市场表现看，2019 年

可能会面临一定压力。 ”

Wind 数据显示， 格力电器十年以

来仅 2015 年出现业绩下滑， 其余年份

均实现稳健增长。尤其是 2017 年，格力

电器的净利增速高达 44.87%， 实现净

利润 224 亿元，在此高基点之上，格力

电器 2018 年仍然实现了稳步的业绩增

速。

格力电器也继续保持了其家电龙

头的位置。 从目前预告的数据来看，格

力电器预告 2018 年年报净利润仍然稳

居第一。 排在第二位的是美的集团，预

告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198 亿元~208

亿元。 不过各大家电上市公司预告

2018 年年度业绩增长均表现不俗。 如

美的集团预计净利增速 20%， 苏泊尔、

老板电器、九阳股份的业绩增速分别为

30%、10%、20%。

董明珠、刘姝威成功“携手”

与此同时，昨日下午格力电器召开

2019 年第一届临时股东大会。 据中国

基金报报道， 根据现场和网络投票结

果，董明珠高票当选格力电器新一任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此前备受关注的“闺

蜜”刘姝威成功当选独立董事。 市场普

遍认为，这也意味着董明珠离再一次连

任董事长又进了一步。

据报道，董明珠在现场表示，珠海

当地政府对格力电器 2023 年的营收目

标要求是 6000 亿元， 格力电器对股东

可以保证每年 10%的增长。 对于分红，

董明珠表示，“说到分红我要多说两句，

十年都在分红，一年不分红人家就要骂

我。 我们未来依然会坚持分红，但是我

们什么时候给股东回报，要根据企业的

战略规划”。 董明珠说她原来 1 万元的

格力电器股票，现在已经增值到几千万

了，“因为我从来没卖过”。

目前，格力的四大布局，除了空调，

还包括生活电器、高端装备、通信设备。

此外， 董明珠表示非常看好智能装备，

但“空调永远是格力的主业，未来十年

空调老大地位是不会变的。 ”

公告速递

海泰发展控股股东

拟撤牌国企混改项目

在挂牌近 9 个月仍未能征集到合

格意向投资者后，1 月 16 日下午海泰

发展发布公告， 控股股东天津海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泰集

团”）

拟将海泰集团混改项目在天津产

权交易中心撤牌。

海泰集团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高新

区管委会）

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拟以产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相结合的方

式引进一家战略投资者持有其 70%股

权， 原股东高新区管委会保留其 30%

股权。

2018 年 4 月 27 日该公司混合所

有制改革增资扩股嵌入股权转让项目

已于当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但此后由于迟迟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

资者， 海泰集团多次延长信息发布。

2019 年 1 月 16 日海泰发展接到海泰

集团通知， 拟将海泰集团混改项目在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撤牌。

海泰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直

接持有公司 24.27%股权。 本次混合所

有制改革方案如实施完成， 或将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招商蛇口

拟回购不低于

20

亿元

招商蛇口昨晚公告称， 公司拟回

购股份， 本次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 20 亿元，不高于 40 亿元。

公告显示， 公司回购股份用途包

括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转换上市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 其中回购股份的 50%用于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份的 50%

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对于回购资金，公司表示，公司自

有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20%。另外，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董事会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的 130%，且不超

过 24 元/股。招商蛇口 1 月 16 日收报

17.71 元/股。

公司称， 此次回购是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并结合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

以及未来盈利能力， 提议公司回购公

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ST

慧球

一审被判赔近

400

万元

ST慧球昨晚公告， 公司收到通

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公司涉及的十五起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进行了一审判决。 因公司

在前实际控制人顾国平、 鲜言控制期

间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 原告

方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南宁中

院提起诉讼。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判

决涉及诉讼金额399.34万元， 其中一

审判决赔偿的金额为389.94万元，二

审判决赔偿的金额为9.40万元。

据中证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艳）

2018年

以来，莎普爱思股价跌跌不休，股东们

却忙着减持。昨日，莎普爱思公告，原第

二大股东、现第三大股东王泉平再度减

持股票，持股比例已不足2%。 据信息时

报记者梳理，王泉平为莎普爱思上市前

的原始股东，投资莎普爱思不到20年的

时间，已经累计套现约6亿元。

王泉平大赚6个亿

根据公告，截至2019年1月15日，王

泉平持有莎普爱思的股票有1612.96万

股，持股比例恰好不足5%。 2018年6月

28日， 莎普爱思披露王泉平的减持计

划，称出于个人资金需要，计划于未来

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莎普爱思的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2%。

当时，王泉平持有莎普爱思股票的比例

高达10.16%。

截至1月15日， 王泉平通过集中竞

价减持莎普爱思的股票占比为1.16%，

并宣布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但同时，王

泉平还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于2018年7

月13日、11月2日分别减持了莎普爱思

总计约4%的股份。

王泉平的减持也让其套现过亿

元。公告显示，王泉平通过集中竞价减

持的价格区间为7.33元~9.01元， 减持

总金额为3042.05万元。 此外，两笔大

宗交易的减持价格分别为 8.51元和

6.40元， 合计减持金额又有9616.95万

元。也就是说，自2018年6月份以来，王

泉平累计套现约有1.27亿元。

据了解，王泉平所持有股票均来自

IPO前的原始股。 莎普爱思2014年IPO

时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莎普爱思最早

为浙江平湖制药厂

（股份合作）

，2000年

由陈德康、胡正国等7人合计出资201万

元改制设立为平湖莎普爱思制药有限

公司。 2004年， 另5名出资人将股权以

830万元全部转让给了王泉平， 其成为

莎普爱思第二大出资额的股东，出资比

例为41.30%。 资料显示，王泉平也是平

湖当地的知名企业家，2003年起至今任

浙江马宝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10年、2011年，王泉平先后两次将

股份转让给上海景兴， 合计转让价格为

4207.73万元。 直到莎普爱思上市时，王

泉平居莎普爱思第二大股东之位， 持股

比例为17.47%。股票解禁后，王泉平即开

始减持莎普爱思的股票。据Wind数据统

计，王泉平在2018年减持之前，已经累计

套现约4.35亿元。 去年三季报时王泉平

也从第二大股东变成第三大股东。

也就是说， 王泉平当年以830万元

入资莎普爱思后， 不到20年的时间，王

泉平已经赚了将近6亿元。目前，王泉平

手中仍有不到5%的股票， 若以莎普爱

思最新股价计算，该部分股票的市值也

有1.12亿元。

大股东急忙减持市值蒸发40亿

除王泉平外，事实上2018年以来莎

普爱思其他大股东也有在忙着减持套

现。去年6月14日，莎普爱思第三大股东

上海景兴同样发布减持计划， 计划于6

个月内减持不超过500万股， 占莎普爱

思总股本的1.55%。截至1月5日，上海景

兴减持了莎普爱思175.89万股，套现金

额为1467.43万元。

与此同时，控股股东及实控人陈德

康也在1月11日完成股份转让的过户登

记。 陈德康将手持9.66%的股份转让给

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养和投资）

，转让价格为每股8.33元，陈

德康合计获得转让款2.60亿元。 转让

后， 陈德康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控人，养和投资则为第二大股东。

自2017年年底，莎普爱思遭遇“神

药”风波，被质疑眼药水疗效后，莎普爱

思的股价就已经开始急转直下。 当时，

陈德康为了“护盘”曾发布增持计划，不

过最终增持金额仅1000万元，远远不及

其此后股权转让的金额。而王泉平和上

海景兴的相继减持套现，进一步对莎普

爱思的股价造成打压。 Wind数据显示，

莎普爱思自2017年12月以来，股价从最

高点19.23元

（前复权 ）

，跌到如今只有

6.97元，期间莎普爱思的市值蒸发约40

亿元。

莎普爱思原二股东再度减持

持股已不足 5%，累计套现约 6亿元

格力电器（

000651

）股价走势图

昨收：

39.31

元

涨跌：

+0.53

元

涨跌幅：

+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