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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15%股份出让
省级国资、央企或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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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修改公司章程加强党建
格力集团是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持

股为18.22％；第二大股东是京海公司，持
股为8.91％；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持股
0.74％，为公司第十大股东。

前十大股东还包括证金公司、前海人
寿、中国人寿、中央汇金、全国社保基金等，
但持股比例均不到5％。

若股权转让成功，格力集团持股大幅
降低至3.22％，按照当前持股方股比看，格
力集团一下子从大股东，变成第四大股东。

不过，今年 1月，格力电器修改了《公
司章程》，增加了第八章“党建工作”：公司
根据《党章》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
司党委”）和中国共产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纪委”）。

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
员的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
章》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

公司党委设党委工作部作为工作部
门；同时设立工会、团委等群众性组织；公
司纪委设纪检监察室作为工作部门。党组
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
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
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该“党建工作”内容，具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节 党组织的机构设置”、“第二节
公司党委职权”、“第三节 公司纪委职
权”，详细规定了党建内容。

对比珠海市国资旗下另外一家上市公
司格力地产（600185），其《公司章程》只在
第十五章“党组织”中有相关内容，且只有
2条规定，格力电器此次加强党建，可谓是
详尽。

4月9日，格力电器复牌涨停，开盘价
报51.93元/股，涨幅10%，集合竞价阶段
成交1.29亿元，涨停封单超过130万手。

格力电器4月8日晚间发布的公告
显示，控股股东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
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格力集团持
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本
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可能将发生变更。

业内人士认为，格力电器15%股份
为优质资产，但谁来接盘，都面临挑战，
格力电器未来可能无实际控制人，治理
结构比照万科（000002），受让方将处
在利益博弈状态，按照转让底价 45.59
元/股，最近一年分红为0.60元，股息回
报率仅仅1.1%。

大概率变为无实际控制人

按照公告，本次格力电器15%股份
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可能将发生变更。

这其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实际
控制人由珠海市国资委，变更为另外一
方，二是从有实际控制人，变为无实际
控制人。

而后一种可能性较大，接手格力电
器的受让方将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
东，但非控股股东，因此，格力电器最终
无实际控制人。

一旦格力集团转让 15%股份，那
么，新大股东持有15%股份，河北京海
持有8.91%股份，第四大股东为格力集
团持有3.22%股份，另外，以董明珠为首
的管理层持有1%股份，各方的股权比
例更加分散，其结果，最有可能是无实
际控制人。

（按：香港中央结算公司为第三大
股东，持股7.86%，但该股东为深股通的
境外资金，而非实体股东）

就目前的董事会格局看，董明珠等
4名非独立董事为控股股东格力集团提
名，另外 2名非独立董事，由第二大股
东河北京海提名。

一旦格力集团转让15%股份，只保

留了3.22%股份，按照格力电器《公司章
程》规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
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股东代表
监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
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这意味着，按照股份比例，格力集
团只能提名1名董事。

董明珠等人将来可能的提名，就难
以从格力集团的股东方出口，需要寻找
另外的途径，如董事会、新大股东等。

未来治理结构或比照万科

对于格力电器 15%股份的接盘方
（前提是河北京海或非格力电器管理
层）而言，也面临利益的平衡取舍。

第一是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毕
竟按照格力电器4月 9日前 30个交易
日股价平均值45.59元/股计算，格力电
器15％股份市值大约为411亿元，由于
是公开征集，存在溢价转让的可能性，
那么代价会更高。

第二要有战略投资者的心态准
备。如果无法成为格力电器控股股东，
无法控制格力电器，那么主要的回报就
是分红，格力电器 2016 年度每股分红
为现金1.80元（含税），2017年未分红，
2018 年中期分红为每股现金 0.60 元
（含税），未来，受让方需要平衡投资资
金和股息回报率的关系。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认为，格力电
器未来的治理结构，或参照当今的万科。

在万科中，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尽管深圳国资委旗下的深圳
地铁集团持有万科29.38%股份，为第一
大股东，而姚振华旗下的钜盛华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14.67%股份，为第二大股
东，但万科建立了以郁亮为首的职业经
理人团队。

格力电器未来的治理结构，大概率
就是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而由董
明珠为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

在大股东出让15%股权公告后第一个交
易日，格力电器（000651.SZ）股价毫无悬念地
一字涨停，单日市值增长284亿元。

股价涨停，是格力电器几乎所有的利益
相关方喜闻乐见的好事，除了潜在的接盘方。

格力电器 15％股权市值大约为 411 亿
元。天风证券分析师蔡雯娟表示，考虑到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预计最终转让价会
选公开征集时的市价和45.59元之间的较高
者。这意味着，格力电器每涨1元钱，新的接
盘方就可能要多花9亿元。

这次股权转让，大股东格力集团无疑是
最大的得益者。

格力集团获得收益分为两部分：现金分
红，股权转让。

1989年，格力电器前身珠海市海利冷气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成立，在1992年 2
月，格力集团以 2150 万元的价格获得 1680
万股格力股份，当年3月又经过一轮增资，格
力集团以 7050 万元的代价拿到了 2820 万
股，持股总数达到4500万股。两次出手，格
力集团的总成本为9200万元。这一持股数
量一直维持到1996年格力电器上市，而格力
集团的持股比例高达60%。

在上市后的最初十年，由于所持股份未上
市流通，格力集团不能减持格力电器任何股份，
但股权再融资导致其持股比例稀释到2005年
年底的50.28%，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巨变发
生于2006年，格力电器通实施了股权分置改
革，格力集团等国资股东用股份补偿流动股东
后，其所持股份也正式上市流通（有限售条款），
整个股权分置改革，导致格力集团所持股权比
例降低至39.74%，持股数量3.2亿股。

2007年 4月，格力集团将所持格力电器
总股本10%的股份（8054.1万股），以10.3亿
元的价格转让给格力经销商组成的财团“京
海担保公司”。

在所持限售股份解禁后，格力集团从
2007年 6月开始减持格力电器股份，当年累
计减持4027万股。以减持时段格力电器平均
价46.3元计算，其套现总金额在19亿元左右。

到了2009年，格力集团又进行了一轮减
持，按照同样的方式计算，其套现金额在13
亿元左右。

综合计算，格力集团通过已有股权减持
套现总金额在42亿元左右，通过这一系列的
减持以及再融资的稀释，格力集团持股比例
降至18.22%并维持至今。

上市以来，格力集团从格力电器得到的
现金分红为 88 亿元，加上已减持套现的金
额，以及本次股权转让的最低价411亿元，剩
下 3.22%股权，格力集团 27 年的总回报为
642亿元，回报率高达700倍！如果最终格力
的股权转让价超出最低限价，其回报率还会
大幅提升。可以说，格力电器是一台不折不
扣的“印钞机”！

当然，除了格力
集团，格力经销商们
也是最幸福的那群
人。按照最新股价
计算，其10.3亿元的
投 入 ，换 来 了
39.37 亿元现
金分红，还有
价 值 278 亿
元的股票，回
报率接近 30
倍。

4月8日晚间，格力电器（000651）公告，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函告格力电器，根据国有股
权转让有关规定，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
电器总股本15％股票，转让价格不低于4月9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
术平均值，最终转让价格以公开征集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复的结果为准。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将发生变更。格力集团后续将进
一步研究制定公开征集转让的具体方案，本次公开征集转让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是否能取得批准及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按照格力电器4月9日前30个交易日股价平均值45.59元/股计算，15％股权市值大
约为411亿元。

今年1月，格力电器修改了《公司章程》，增设了第八章“党建工作”
内容。

业内人士认为，这相当于为本次格力电器15%股份转让，提前做了
铺垫，因此，不排除更高层次的国资，如省级国资或者央企接盘。

格力集团 15%股份的最终受让方
尚未明确，若受让方为管理层或者引
入第三方战投参与混改等，预计公司
未来激励体制、股东回报策略都将更
加灵活，与管理层、公开市场股东利

益绑定更加紧密。此外，市场化混改
方案能够解决格力集团与公司之间的
长期治理问题，稳定公司管理层更
替、经营预期，进而提高公司的市场
化经营活力。

不排除更高层国资接盘可能

谁来接盘格力电器15%股份？
业内人士分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

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是被广东省国资委收入囊中。格力

电器是一块优质资产，珠海国资委又是广
东省国资委的下属单位，换一个级别更高
的机构来管理优质资产有利于格力的战略
布局。而且，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实
施，格力可能在这其中要起比较重要的作
用，若无更高层面的国资协调，格力的外溢
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

二是被中央层面的国资接手。这也是
一种选项，格力毕竟是中国的明星企业，一
年盈利两三百亿元。而中央层面的国资接
手，亦有利于产业布局的展开。去年，董明
珠一度表示，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三是被外省实力国资接手。去年，格
力电器曾多次举牌海立股份（600619），目
前已经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而海立股份的
大股东是上海电气，其实控人是上海国资
委。

四就是引入其他所有制资本，此前传
闻有阿里，如今又有传闻称富士康有可能。

第五就是以董明珠为首的格力电器管
理层接盘，此前管理层已经持有格力电器
部分股权。

格力电器的优质人人皆知，无论哪方资
本想吃这块肉，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有业内人士认为，从今年 1月格力电
器修改《公司章程》加强党建来看，不排除
更高层次的国资，如省级国资或者央企接
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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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盘15%股份有挑战
或无法控制上市公司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熊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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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控股股东拟转让公司股份，很可
能导致格力变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公众公
司。若真如此，管理层有望通过受让或者
股权激励方式持有更多股份，对股价的关

注度会大幅提升，公司治理结构料改善，
估值提升空间大。基于治理结构改善的
预期，上调目标价16.5%至68.7元，涨幅
空间46%，维持“推荐”评级。

格 力 电 器 混 改 具 有 标 杆 意 义 。
希望珠海市国资委能够帮助格力电
器引入具有远见、格局和产业协同

能力的战略股东，使得格力电器能
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提高市场化
程度。

人民网：格力电器混改有标杆意义

中金：上调目标价16.5%至68.7元

中信证券：或加强公司市场化运营

格力大股东退场
9200万投资换来600多亿

改

格

力 混

商报图形
肖遵怡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