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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年间隔，格力电器又有高
管辞职，令行业内外皆感意外。

2021 年 2 月 21 日晚间，格力电
器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在2021年2月
19日收到公司董事、执行总裁黄辉
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辞去
董事与执行总裁职务并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截至公告日，黄辉持有
格力电器股票738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2%。

时隔半年高管再离职
股价应声下跌

2月22日，格力电器股价低开低
走，截至收盘报 58.48 元/股，跌幅
4.18%，创下公司股价自2021年开年
以来的最大跌幅。据了解，市场反应
较大的原因和黄辉在格力电器任职
期间的地位，以及早前另一高管望靖
东的突然离职不无关系。

据悉，黄辉在格力电器内已效
力近三十年，其执行总裁职务的重
要性仅次于总裁。此外，距今半年
前的 2020 年 8 月份，望靖东突然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副总裁与
董事会秘书职务，一度令外界感到
意外。直到当年 11 月 2 日，广东证
监局官网披露一则行政处罚决定
书，揭示了望靖东涉嫌内幕信息泄
密的情形，或许这才是其突然辞职
的相关原因。

对于高管的先后离职，看懂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程宇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半年两位高管
接连离职，对格力的长期发展来说，
很难直言一定是坏事，但也未必是好
事。多位高管、尤其是‘元老级’人物
的流失，不仅意味着人才的流失，也
会是对其人才梯队建设体系的一次
考验。”

从公开信息来看，黄辉当属格力
电器内不折不扣的“元老级”人物。
1982年，黄辉毕业于湖南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此后至 1989年期间历
任湖南省湘潭市阀门厂技术员、副厂
长等职务。1992年，他在中南工业
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得硕士学位，同年
加入格力电器，仅比现在的格力电器
董事长董明珠晚了两年。

进入格力后的近三十年里，黄
辉历任业务主管、部长和总裁助理
等职务，并在 2007年至 2017年期间
担任公司总工程师。2017年，黄辉
成格力电器执行总裁，原副总工程
师谭建明接任其总工程师职位。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格力电器在黄辉
升任执行总裁一职之前并未设立该
职位，而设立后该职位的职责仅次
于总裁，堪称“二把手”；因此，外界
也不乏观点认为黄辉可能是格力的
潜在“接班人”。

也正基于该说法，市场上同样
有观点猜测黄辉的辞职或另有原
因。关于上述猜测，程宇向记者表
示：“离职的两位高管均属于董明珠
体系，在望靖东突然请辞后，‘二把
手’人物黄辉在距退休年限一年时
提前离开，不排除其内部存在战略
分歧的可能性；也可能存在外部股

东的影响。”

高瓴为背后推手？
董事会仍以“格力”人员为主

对于此次黄辉的突然离职，外界
也猜测或许存在高瓴资本的影响。
家电分析师梁振鹏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多位元老高管人事变动
不排除与第一大股东有关，高瓴资本
作为第一大股东，不会一直在管理层
缺位。”

2019 年底，高瓴资本旗下的珠
海明骏获得格力电器15%股权，珠海
明骏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且公
司进入无实控人状态。根据彼时披
露的合作协议，珠海明骏有权提名三

名董事，其中应包括一名由珠海高瓴
提议的董事候选人。

目前，格力电器董事席位分别为
董明珠、张军督、郭书战和张伟，均来
自格力内部。此外，公司的高管团队
仍以总裁董明珠为首，分别由庄培、
谭建明、邓晓博、舒立志担任副总裁，
廖建雄担任财务负责人，邓晓博与舒
立志是其中的新面孔。

2020年12月28日，格力电器公告
称聘任邓晓博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副
总裁，聘任舒立志为公司副总裁。资料
显示，邓晓博曾担任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舒立志曾任国家
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副处长、处长。

基于上述信息，程宇补充：“新股
东或许也应该在格力的人才梯队建

设上出力，帮助公司，引领公司走向
新的、正确的方向。”

针对高管频繁离职后公司是否
会提拔新高管的问题，《证券日报》记
者也拨通了格力电器投资者关系部
的电话进行了解，其工作人员向记者
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信息，高
管的离职当前也影响不到公司的日
常经营。”

Wind资讯数据显示，2020年前
三季度，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收入
1274.68 亿元，同比减少 18.64%；实
现归母净利润136.99亿元，同比减少
38.06%。此外，公司当期销售毛利
率为 23.37%、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11.67%、存货周转率 4.31%，相比于
2019年底均出现一定下滑。

格力电器人事变动“余震”未息
元老级高管黄辉辞职引关注

本报记者 许 洁

继“天价搬运费”之后，货拉拉再次
引发了舆论关注，这次是因为安全问题。

2月 21日晚，一条“23岁女生在
货拉拉车上跳窗身亡”的新闻在网络
传播并引发大量关注，虽然事件还无
最终定论，但货拉拉作为同城货运平
台的安全性问题已被大众重新审视。

货拉拉是否应该担责？

据媒体报道，2月 6日晚 9点左
右，车某某在货拉拉平台下单了搬家
货运服务，但上车6分钟行驶至岳麓
区曲苑路段后，司机报警称乘客跳车
自杀。车某某经抢救无效后于 2月
10日不幸离世。

对此，货拉拉称，2月9日已抵达
长沙与家属取得联系，2月11日与家
属就善后事宜展开第一次商谈，但遗
憾未能达成一致。由于当日为除夕，
双方约定在春节假期后继续商谈。
但2月22日上午，有媒体联系了车某
某家属，家属表示：“货拉拉的回应避
实就虚，协商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拒
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媒体报道称，
货拉拉官方曾回应家属称，司机车上
以及货拉拉App上并没有相关录音
录像设备及功能。

对此，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赵铭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觉得平台一定会承担
责任。”

赵铭认为，首先，多个渠道证实车
某某在叫车前一切正常，没有心情波
动或其他影响情绪导致轻生的外因。
这就表明车某某跳车行为与货拉拉车
上发生的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次，由于汽车上没有配备录音录
像等监控设备，货拉拉App中也没有配
备一键报警等功能，这表明货拉拉平台
没有尽到对司机安全审核和行程监管
的责任，对货拉拉用户缺少最基本的保
护，而根据已有的信息显示，司机曾三
次偏离导航，如果无法排除女孩跳车与
司机偏航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那么，平台就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最后，货拉拉平台为用户提供车
辆运输，并从用户缴纳的费用中获
益，双方实际上已经缔约为民事法律
关系，货拉拉平台享受收益的同时也
要履行义务，即对货车司机的审核和
车辆行驶轨迹的监管。而实际上货
拉拉只管收钱没有监管的行为，属于
一种民事违约行为。

缺乏监控
用户安全如何保障？

货运行业车内和平台App不配

备录音录像等监控设施和功能，是行
业通行的做法吗？货拉拉对司机端
否缺乏足够的掌控？未来又该如何
保障用户的安全？

对于这些问题，2月 22日，货拉
拉公关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当前的回
复已在官方微博发布，今天我们在长
沙跟进此事，可能无法及时回复，后
续如有回复也会发在公司官微。”

一位货运行业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货运行业和网约车不
太一样，货运行业一般不存在用户跟
车情况，所以车内监控等的需求不
大。但搬家场景是有用户跟车需求
的。”

据记者了解，快狗打车就有一键
报警和行程分享的功能来保障用户
安全。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快狗打
车的搬家和货拉拉不同，快狗打车是
司管车队或是专业公司，而非个人，
所以在安全上可能更可控。”

另一家出行平台内部人士也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车上是否
安装摄录的硬件设备，取决于车主
与平台的关系，如果司机完全受雇
于平台，平台要求安装监控是可行
的。”

事实上，从技术角度来看，App
内安装监控设备并不是一件复杂的
事。哈啰出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哈啰的网约车服务是强制司机端开
启录音，但在乘客那边是没有体感
的；顺风车服务，则是由司机和乘客
自主选择是否开启录音，毕竟车里空
间是车主的私有空间。”据记者了
解，出行巨头滴滴的专车和快车则是
强制开启录音。

但上述货运行业人士也表示：
“我们对外并不鼓励用户跟车，也是
考虑到安全问题。这次事件确实暴
露出货拉拉在安全监管上是存在问
题的，比如一键报警的功能好像就没
有。”

被传上市
目标估值300亿美元？

天眼查App显示，1月 21日，货
拉拉完成 15亿美元的 F轮融资，其
2015 年成立至今累计融资额已达
20.75 亿美元。投资方包括高瓴资
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顺为资本等
多家知名机构。

有媒体报道，货拉拉将于今年下
半年 IPO，目标估值 300亿美元。但
对于这一传闻，货拉拉相关人士2月
6日回复《证券日报》记者时称：“目
前暂无 IPO计划”。

融资能力超强并不能掩盖货拉
拉存在的问题，黑猫投诉平台搜索货
拉拉出现了数千条投诉。司机方面

提出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准点率等评
分机制上。而用户投诉内容主要集
中在发票问题、拒单、货运物品丢失，
司机素质等等多个方面。

除了来自司机端和用户端的双
重投诉，货拉拉还还面临着同城货运
领域其他玩家的密集围攻。

据《2020-2026年中国同城货运
行业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显示，中国同城货运的TOP10市场占
有率仅有 3.5%。这也就意味着这个
市场还有 96.5%空间未被开发。而
滴滴货运、快狗打车、满帮集团等货
运公司都瞄准了这一领域，资本相继
进场，来势汹汹。

2020 年 4 月份，滴滴通过子公
司“天津快桔安运”正式入局，同时
传出滴滴货运正在寻求 3亿美元-4
亿美元的首轮融资，估值可能达 20
亿美元的消息；2020 年 12 月初，国
内最大的车货匹配信息平台满帮
集团也宣布进入同城货运行业，几
乎就在同时，满帮集团收购了同城
货运品牌省省回头车。而在更早
之前，顺丰和通达系都宣布成立同
城货运事业部。

上述货运行业人士认为，“随
着玩家涌入，同城货运行业已成为
一片红海，若货拉拉在安全问题上
掉以轻心，想要稳住行业地位恐怕
很难。”

货拉拉暴露安全短板 同城货运行业厮杀前景几何？

本报记者 何文英

“来茶颜买奶茶的美女很多，如
果你碰巧认识了一个，你可以小声告
诉我们的小伙伴：‘我捡了一个篓
子’。”近日，茶颜悦色马克杯上这一
段广告创意文案被网友认为有物化
女性、不尊重女性之嫌，同时还有网
友举报，茶颜悦色其他一些周边产品
也存在类似不妥文案。

2月19日晚，茶颜悦色连续发布
两次道歉声明，声称上述印有不妥文
案的产品创作时间约在 2014 年至
2015年期间，早期品牌错误地把打
两性关系擦边球当创意灵感。

茶颜悦色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目前，印有这些不妥文
案的马克杯以及类似问题产品已经下
架，下架产品也会进行相关处理。”

对于茶颜悦色此次的不妥文案
事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是文化差异
导致的误会。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朱丹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茶颜悦色把长沙的

文化融入企业的运营中，这是其在长
沙非常火爆的原因之一，但当企业文
化根植于区域市场，而受众扩大至全
国消费者的时候，则面临着一些文化
差异，这是本土网红品牌下一步要着
重解决的问题。”

茶颜悦色“抖机灵”惹争议

茶颜悦色在致歉声明中表示，茶
颜是在长沙土生土长的品牌，我们爱
喝长沙水，爱讲长沙话，很多文案和
设计作品都以长沙方言为灵感来
源。“捡篓子”这个长沙俚语用途很
广，“这个词具体意思要在具体语境，
在这里其实是有点撞大运，被运气之
神眷顾加到了喜欢的美女的微信的
意思，带点窃喜，而没有贬低。不过
这样确实用的少……这个句子造的
有点生硬。”

“长沙人喜欢调口味（指“开玩
笑”），在我看来觉得还好，没有冒犯
的意思。”长沙市民吕女士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茶颜悦色在致歉声明中也强调：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不尊重女性的意
思，我们也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对
长沙，或者对长沙话产生不好的印
象。”

天眼查App显示，茶颜悦色是湖
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的知名品牌，实际控制人为吕
良。2020年，一直扎根于长沙的茶
颜悦色相继在常德和武汉落子布局，
引发了市场对其全国扩张的关注和
期待。

对此，茶颜悦色上述负责人表
示：“公司暂时没有向其他城市扩张
的计划，对于在武汉和常德的门店，
公司未来会进一步深挖当地文化有
趣的内容。”而对于是否会考虑 IPO
融资加快门店扩张，上述负责人称

“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文和友“落子”广州水土不服

除了茶颜悦色以外，长沙的另一网
红品牌在广州也遭遇了文化滑铁卢。

2020年7月12日，位于广州太古
汇的超级文和友正式向公众开放。
在经历了试营业期间每天等位号码
排到2000以上的火爆后，如今广州的
这家超级文和友逐渐隐于闹市。

在“民以食为天”体现得淋漓尽
致的广州，文和友的评价似乎并不太
高。一匿名知乎用户表示：“蒜蓉麻
辣口味虾、油爆虾不是原生粤菜，和
其他粤式小吃并不搭，然而又似乎想
以八九十年代复古风路线激起怀旧
感，反而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毕竟
对于广州人的怀旧记忆里，并没有麻
辣口味虾，所以生搬硬套的长沙口味
虾有些水土不服。”

此外，也有不少网友吐槽其建筑
风格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怀旧经
济’风生水起的背后，是一代人高度
趋同的文化记忆，超级文和友有幸吃
到了最后一波红利，但并不意味着这
能批量复制，广州最传统的不是建筑
而是‘食在广州’的底气。”网友荔枝
评论道。

值得关注的是，超级文和友还将

继续在省外扩张。据了解，超级文和
友将进驻南京，落地秦淮区长乐路
132号，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2021
年年底开业。

天眼查App显示，文和友是湖南
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品牌，大股东为文彦然。根据长
沙市金融办发布的 2020 年拟上市
（挂牌）企业名单，湖南文和友文化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湖南文和友小龙虾有限公司赫然在
列。

对于文和友的上市计划以及在
省外扩张如何实现与当地文化更好
融合，《证券日报》记者尝试与文和友
方面取得联系。不过截至发稿，仍未
收到对方回复。

朱丹蓬认为：“文和友和茶颜悦
色已经成为长沙的名片，但他们的文
化是根植于区域市场，其他区域的消
费者难以产生共鸣，这对于企业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面对全国市场
如何将本土文化进一步推广，这将是
类似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茶颜悦色因不妥文案两次致歉
网红品牌打“擦边球”惹争议

本报记者 王 鹤 实习生 冯雨瑶

2月21日晚间，智飞生物披露2020年度业绩
快报，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1.9亿元，
同比增长43.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3亿元，同比增长39.47%。

和智飞生物一样，在A股市场，多家与疫苗
业务有关的上市公司频传喜报，纷纷晒出“业绩
增长”答卷。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已有超30家
业务涉及疫苗的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其中20
家预计2020年业绩将预增、略增、续盈。

“其实，相关疫苗上市公司2020年业绩向好，
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
瀚告诉《证券日报》记者，2020年对于整个医药板
块来说都是一个大风口，因受疫情的影响，大家
对健康的重视度提高，对于整个健康服务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对于疫苗而言，这种具有防御属性
的产品无疑是更具市场优势的。”

业务协同发展
智飞生物去年净赚33亿元

2020年，“新冠”成为年度关键词，面对新冠
疫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加紧新冠疫苗研发成了
不少生物医药企业的主课题。

作为我国综合实力较强的上市民营疫苗企
业代表，智飞生物一度投身新冠疫苗研发。智飞
生物曾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
智飞龙科马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合作研
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通过工
程化细胞株进行工业化生产，产能高、成本低，具
有较强的可及性。

而据中科院微生物所2月21日公众号消息，
该所和智飞生物共同研发的中国首个重组蛋白
新冠疫苗“ZF2001”，近日在巴基斯坦获准进入三
期临床试验。

积极布局新冠疫苗研发的同时，智飞生物在
主体业务上也持续发力。资料显示，智飞生物是
集疫苗、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推广、配送及
进出口为一体的生物高科技企业，旗下产品主要
布局在细菌类疫苗、病毒类疫苗以及结核防治类
三大领域。

2020年12月29日，智飞生物宣布，由全资子
公司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 15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已完成Ⅲ期临床试验准备
工作，开始受试者入组，正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此前不久，智飞生物称，拟以自有资金 3500
万元认购研发mRNA技术平台技术的深信生物
10.189%股权。

在疫苗产品代理上，近些年智飞生物来自默
沙东公司的疫苗产品采购额也在持续增加。数
据显示，2018年至 2020年前 9月，公司向默沙东
采购代理产品的金额分别为 30.71亿元、60.89亿
元、72.13亿元。

业务协同发展下，智飞生物在 2020年净赚
33亿元，对于业绩增长，智飞生物表示，在公司管
理层的带领下践行年度经营计划，持续专注疫苗
及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推广、配送及进口
疫苗代理等，卓有成效，各项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疫苗产品销售稳定增长，推动公司业绩稳步提
升，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重要财务指标
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好的增长。

得益于业绩的支撑，智飞生物在资本市场的
表现也尤为亮眼。截至2月22日收盘时间，智飞
生物最新股价报172.66元/股，总市值2763亿元，
稳居重庆上市公司总市值第一的地位。

多家疫苗上市公司业绩预增

在A股市场，和智飞生物一样迎来业绩预增
的疫苗上市公司不在少数。《证券日报》记者梳理
发现，在披露业绩预告的疫苗上市公司中，沃森
生物、辽宁成大、康华生物业绩飙升，预计净利润
同比增长最高为620%、151.55%、127.65%。

资料显示，沃森生物是国内专业从事疫苗、
血液制品等生物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的现代生
物制药企业；辽宁成大的生物制药业务涵盖人用
疫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康华生物为国内首家
生产人二倍体细胞狂犬病疫苗的疫苗企业，三家
深耕不同的疫苗细分领域。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疫情后，医疗保健体系
将逐渐由“以治疗为中心”前移到“以预防为核
心”，疫苗是不可缺少的一环，疫苗上市公司有望
长期受益。

银河证券认为，疫苗板块进入高性价比的布
局阶段，考虑到只有接种疫苗才能实现真正的全
民免疫、病毒的变异推动疫苗衍生为一个新的多
价苗系列，疫苗板块有望在后疫情时代长期受益。

同时，光大证券指出，新冠疫情将疫苗研发
和产业化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持续看好
相关个股。

“对于疫苗上市公司来说，要抓住这次机遇，
除了国家强制要求接种的疫苗，其他非强制要求
接种的疫苗应该通过科普的形式让大家意识到
其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业绩。”江瀚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

不过，疫苗上市公司发展前景备受看好的同
时，市场上也传出了“担忧”的声音。“2020年这波
疫苗股行情，应该还是在新冠疫情下对疫苗行业
的乐观估计，实际上，除了新冠疫苗，其他疫苗的
接种量会随着出生人口减少而减少。”上海赛苗
达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主管医师陶黎纳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0年新生儿数量为 1003.5万，相比 2019
年减少 461.5万。“疫苗主要是用于儿童人群，但
出生数在明显下降，这明显不是一个好消息。”陶
黎纳坦言。

30家涉疫苗业务上市公司晒成绩单

智飞生物去年净赚3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