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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与雷军欲再启“新赌约”

业界人士称所谓“赌约”更像是营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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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

业绩下滑近三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昨日

晚间，上汽集团披露2019年中报。 数据

显示，上汽集团上半年实现营收3762.93

亿，同比减少19.05%，实现净利润137.64

亿，同比减少27.49%。

对于营收与净利润同比双位数下

降，上汽集团表示与国内车市的持续深

度下行有关。 上汽集团还称，面对国内

车市的持续深度下行，公司在努力稳定

销量基盘的同时， 还加快在新能源、国

际经营等领域培育增长的新动能，但新

增量仍难以抵补销量主力的过快下滑，

加大了公司经营稳定增长的难度。 数据

显示，上汽集团今年上半年实现整车销

售293.7万辆，同比下降16.62%，其中新

能源汽车销量为8.2万辆，出口及海外销

量达到14.5万辆，二者合计销售了22.7万

辆，仅占当期整车销售的7.73%。

此外，上汽集团还预计全年国内汽

车市场销量大约在2560-2670万辆，同

比将下降9.0%-5.1%， 公司将力争全年

销售整车650万辆左右， 占预计的全年

国内汽车市场销量下限的25.39%。

从近日机构研报来看，7月以来已

有18家机构对上汽集团给出了买入型

评级，其中华泰证券、太平洋等多家机

构纷纷表示上汽集团下半年市场份额

有望回升。 比如，东方证券认为，上汽集

团上半年市场份额虽有所下滑，但在排

放标准切换背景下， 公司准备充分，且

车型供给充足，有望助力下半年销量增

长， 预计上汽通用下半年有望触底回

升，助力公司市场份额回升。 目标价方

面，7月以来已有8家机构对其给出了目

标价，其中最高目标价为天风证券给出

的31.8元， 最低为华创证券给出的24.38

元，目前上汽集团最新股价为24.72元。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晓彤

) 风

华高科信披违规案的调查结果出来

了。 风华高科昨日发布公告称， 公

司因 2015 年与 2016 年年报存在虚假

记载等， 被广东监管局处以 40 万元

罚款。 而李泽中、 幸建超等 4 名主

管人员被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

款， 其他相关当事人则被予以警告

并罚款 。 据披露， 风华高科曾在

2018 年 8 月因涉嫌信披违规被广东

监管局立案调查。

此次风华高科涉嫌虚假记载的

信息与其应收账款有关。 相关公告

显示， 与风华高科进行贸易业务

的广东新宇 、 广州亚利等 4 家公

司， 自 2014 年下半年起就无法向

风华高科支付到期货款 。 经催收

仍未能收回后 ， 风华高科决定对

上述应收货款以债权转让等方式

进行处置 。 但实际上对应的债权

并未实质发生转让 ， 且转让时已

预计难以按时收回。 然而 ， 风华

高科却在 2015 年年报上对上述应

收账款批注“相关款项已收回 ” ，

其 2016 年年报也未对上述应收账

款有所列示， 与实际情况相违背。

最终导致风华高科 2016 年半年报与

2016 年年报均虚增利润总额 6192 万

元， 分别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60.21%

和 33.05%。

风华高科被立案调查的导火线

是公司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

据了解， 由于年审机构对其 2017 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

等审计结果， 因此风华高科需对以

前年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为此， 风

华高科于去年 4 月末调减了 2016 年

度归母净利润及留存收益 5279.55 万

元， 而调减的原因与上述应收账款的

债权转让事项有关。 5 月 10 日， 深

交所对其 2017 年年报下发问询函，

要求风华高科对会计差错更正与

追溯调整相关情况进行补充。 3 个

月后， 证监会对其下发了 《调查通

知书》。

记者梳理发现， 此次风华高科信

披违规案的主责人为李泽中、 幸建

超、 赖旭与廖永忠等 4 人， 自 2017

年起均以个人原因为由相继辞去了风

华高科相关职务。 昨日， 风华高科在

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

公司因信披违规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影

响， 但公司后续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

可能会受到限制， 今后公司将持续强

化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 强化信

息披露管理。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袁婵 记

者 梁诗柳 ）

在前一个“十亿赌约”

到期之后，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称要

与小米创始人雷军再赌五年。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8 月 28 日，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北京表示，

跟雷军之前的赌约“10 个亿不要了，

还想再赌五年”。 小米董事长雷军则

回应称：“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雷军与董明珠的“十亿赌约 ”

要追溯到 6 年前。 2013 年 12 月 12

日， 在央视财经频道主办的中国经

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 雷军表示 5

年之内若小米营业额超过格力， 希

望董明珠能赔偿自己一元钱， 董明

珠则回应称要赌就赌 10 个亿。

截至今年 4 月 29 日小米与格力

电器双双发布 2018 年年报， 意味着

雷董“十亿赌约” 正式落下帷幕。 数

据显示， 格力以总营收 1981.2 亿元

击败小米 1749 亿元。

就此次董明珠再邀约雷军打赌事

宜， 记者多次致电格力电器， 但电话

无人接听。 一位在 IT 领域工作的王

先生对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对于他

们的再赌已不关心， 这种做法更像是

企业的广告行为。 同样， 家电行业专

家刘步尘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

时也表示， 所谓的赌局更像是一场营

销手段。 深圳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

孙燕飙认为， 格力电器作为一个传统

家电厂商正处于转型变革时期， 小米

也在布局家电， 两者进行跨界谋求创

新模式， 需要业界乃至社会的流量关

注。

据了解， 目前两家企业发展模式

在变化也在交融。 小米逐渐走向线下

零售， 近期多次布局空调、 洗衣机等

白色家电； 而格力则做起了手机、 芯

片， 向智能装备、 智能家居、 机器

人、 新能源等延伸。 不过记者梳理财

报发现， 尽管两家企业在转型， 但营

收占比显示， 2018 年格力电器空调

业务营收占比 91%， 小米智能手机业

务占营收的 61.68%。

8 月 27 日，中国民生银行成功达成首

笔 5 年期美元固定利率与人民币浮动利

率 5Y LPR 的货币掉期， 以及首笔 1 年期

美元浮动利率和人民币浮动利率 1Y LPR

双浮动利率的货币掉期业务，该两笔业务

均系银行间市场同类型业务首单。

8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完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促进贷

款利率“两轨合一轨”， 提高利率传导效

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民生银

行积极响应央行号召，主动提升新形势下

全行利率风险管理水平，及时抢抓业务机

遇，成功达成上述两笔交易。

外汇货币掉期是一款外汇类衍生交

易产品， 旨在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

该业务为交易双方在交易日约定汇率、外

币本金金额和人民币本金金额，按照一定

交换方式在期初期末交换本金，存续期内

则按照人民币与外币本金规模及约定利

率定期交换利息的产品。 一般企业在发行

外债、获取美元贷款时，均会通过外汇货

币掉期同步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在

美联储降息背景下，该项业务前景较为广

阔，或将成为新的代客业务发展引擎。

此次民生银行率先完成银行间市场

首笔长期美元利率与人民币 LPR 以及双

浮动利率货币掉期业务，充分展现了在央

行的政策指引下， 该行积极推陈出新，紧

跟市场脉搏，敢于创新的勇气与实力。 民

生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

继续积极贯彻落实与 LPR 有关的监管要

求，充分发掘创新型产品对业务与风险管

理的支持作用，有力推进全行战略转型与

业务健康发展。

民生银行完成

两笔银行间市场 LPR 首单业务

近日， 客户刘先生的儿子在信泰保险

获赔重疾保险金 50 万元。 2017 年 9 月，客

户刘先生为 3 个月大的儿子投保了信泰恒

泰 A 款（尊享版）重大疾病保险，重疾保额

50 万元。 2019 年 5 月刘先生发现儿子牙齿

松动，经检查确诊，孩子所患疾病为朗格汉

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此疾病非常严重，

对于年龄尚不满 2 周岁的孩子来说， 不仅

要面临艰难而漫长治疗带来的心里创伤，

而且刘先生家庭还要花费高额的治疗费。

信泰保险接到刘先生理赔报案后，落地

服务的广东东莞中心支公司理赔人员第一

时间联系客户， 到刘先生家中探视慰问，了

解具体情况，发现刘先生幼子所患的特殊疾

病，疾病名称并没有直接刊列在保险条款约

定的重疾疾病名录中。机构理赔人员第一时

间向总公司理赔报送了客户情况，帮助客户

收集用于综合评估疾病性质的病历、 检查、

治疗等资料，很快总公司理赔人员以高超的

医学专业知识， 认定被保险人确诊的疾病

能够归类于重大疾病———恶性肿瘤类，属

于保险责任，公司将承担保险责任，并迅速

做出赔付重疾保险金 50 万元，豁免剩余保

费 8.46万元的理赔决定，保单继续有效。 8

月 7 日, 刘先生收到信泰保险理赔金后，内

心疑虑一扫而空，感动不已。

一般的重疾产品， 被保险人赔付一次

重疾后，保险合同就会终止，被保险人今后

几乎不可能再拥有重疾保障。 信泰保险以

保险保障本源为立足点，于 2012 年在行业

首创重疾险多次给付方式。 客户刘先生为

儿子投保的信泰恒泰 A 款（尊享版）重大

疾病保险，将重大疾病科学分成 A、B、C 三

组 ，被保险人在拥有轻症守护的同时享受

重疾三次赔付责任。根据条款约定，被保险

人在赔付第一次重疾后，豁免剩余保费，保

单继续有效， 被保险人继续拥有剩余两组

重疾保障。

保险虽然无法阻止疾病的发生，但能为

困境中的家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目前被保

险人还在积极治疗中，信泰保险将与客户保

持紧密联系，为刘先生家庭提供必要帮助。

信泰保险高效理赔，诠释保险责任

财报虚假记载 风华高科被罚4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