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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博制图

近日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因“国务院假司

长”赵锡永事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该公司董事长杨波已

正式辞职。该公司于 5月 9日发出公告，称“杨波先生因近期

网络上曝出的‘赵锡永事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向公司

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杨波辞去董事长职务后，将继

续留任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及其他职务。另外，该公司生产经

营一切正常，未因此事受到影响。

云内动力董事长因假司长骗局辞职

江湖

国务院近日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李继平为国有重点

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免去丹笑山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

会主席职务。李继平 2009年 3月起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12年 6月，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被任命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李继平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5月 10日，淘宝网十周年庆典上，马云宣布卸任阿里巴巴

集团 CEO，并由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数据官陆兆禧接任。在过

去的十多年里，阿里巴巴集团先后打造了中国最大的 B2B平

台阿里巴巴、C2C 平台淘宝和 B2C 平台，让网购成为普通人

生活的一部分，并在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方面进行大量投入，

试图建设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马云正式卸任阿里集团 CEO

据报道，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有望成为新的中投公

司掌门，工行排名第二的副行长李晓鹏将出任中投公司监事

长。现年 54岁的屠光绍，曾在央行、证监会、上交所等多个金

融主管机构工作过，在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

税务、金融、监察、外事、涉港澳事务、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协

助分管审计工作。

屠光绍将成中投新掌门

近日，海富通基金公司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邵国有因退

休离任董事长一职，转任海富通基金公司董事，而副总经理张

文伟接任董事长。公开信息显示，张文伟历任海通证券办公室

主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2003年至今任海富通

基金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统计显示，截至 2013 年一季度末，

海富通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为 408.79亿元，在 72家公司中排

名第 32。

张文伟升任海富通基金董事长

帝亚吉欧于日前宣布任命 Ivan Menezes为公司新任首席

执行官，该任命自 2013年 7月 1日起生效。保罗·华尔士将在

2013年 9月召开的年度董事会上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将

于 2014年 6月 30日退休。在任上最后的 12个月当中，保罗·

华尔士主要工作是将重要的合作伙伴及对外关系逐步移交给

Ivan，其中包括对公司近期各项收购案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合作

伙伴及关系。

帝亚吉欧将迎来新任 CEO

近日，天目药业收到董事长宋晓明的书面辞职报告，宋晓

明由于工作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就在同一

天，公司收到副董事长李俞霖辞职报告，辞去公司副董事长、

董事职务，独立董事叶檀、赵旭东、崔宏请辞独立董事职务。宋

晓明等人辞职在市场预期之内。新的控制人入主天目药业之

后，改组董事会在情理之中。

天目药业董事会集体辞职

纪念日

1985年 5月 20日，邓小平同陈

鼓应谈话。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

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

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创造的财富，第

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

的资产阶级。

他说，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

为了人民，用来搞教育，搞科学，也

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改善人民生

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

裕，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

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

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

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

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

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

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

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

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

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稳定

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

会主义建设。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

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

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

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

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

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

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

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

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

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

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5月 14日—5月 20日） 一周史记

1985年 5月 20日 5月 14日：

1953年 5月 14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5月 15日：

1878年 5月 15日，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创立。

1980年 5月 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5月 16日：

2002年 5月 16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正式成立。

5月 17日：

1792年 5月 17日，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纽约证券交易

所成立。

1969年 5月 17日，第一个世界电信日。

5月 18日：

1996年 5月 18日，全国首次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在

北京举行。

1977年 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向世界宣布第一个国际博

物馆日。

5月 19日：

1990 年 5 月 19 日，《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

法》颁布。

2011年 5月 19日，互联网无限制连接日。

邓小平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本报记者汪静赫

五年前的 2008 年 5 月 12 日，一

个铭刻于中国记忆的日子。

汶川地震，撕裂了自唐山大地震

之后的又一次全民创伤，也开启了一

段关于救灾和慈善的五年风云路。

从汶川到雅安，中国企业家的身

影一直穿梭其间。从那时到现在，中

国公益事业走过了多元化发展之路，

企业家的救灾故事也经历了变迁与

进化。

慈善加速度

2013年 4月 25日，从花莲开往

高雄的一辆大巴上，正在台湾进行经

贸文化交流的广西青年企业家们为

雅安发起了一次募捐。一个多小时汇

集的 150 多万善款将用作设立针对

雅安灾区青少年的教育基金。

在震动整个中国的救灾时间段

里，这显然并非唯一一次中国企业家

的慈善行为。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企

业家们几乎与媒体反应一样快捷。

2013年 4月 20日上午，距离雅

安芦山县 800公里的昆明，柳传志、

王石、冯仑、邓锋、刘东华等企业家们

正齐聚 2013年绿公司年会现场。

雅安地震的消息顷刻间传至会

场，主题由此发生“偏移”，柳传志在

会议一开始就表达了对雅安地震的

遗憾与悲痛，并表示“企业家俱乐部

的成员已经纷纷自动组织起来”，他

还呼吁大家都来关注雅安地震，“用

感情、人力、物力、财力来做出捐献”。

柳传志的发言绝不只是口头表

态，以此来打发现场的媒体。实际上，

在地震消息传来之时，企业家的行动

已经开始。

会场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壹

基金、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欧美同

学会 2005委员会和正和岛等多家组

织共同宣布了中国企业家群体对四

川雅安地震的支援行动。

与五年前相比，中国企业家今次

的行动明显加快了速度。

援引王石的话说，“五年前的

5·12 地震，企业家的反应是三天

后，八家 NGO 组织在北京联合。但

雅安地震当天，我们就联合九家

NGO组织行动起来，在网上筹集资

金超过 4000万。”

雅安地震发生当天，“最快”的企

业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就是陈光

标。

与五年前相比，陈光标的救灾反

应依然迅速。

4月 20日上午，陈光标正在江西

井冈山，听到雅安芦山地震消息后，

他立即通知企业四川分公司的施工

队伍开动 13台推土机、挖掘机、吊车

等机械，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援。同

时他也改变行程，向雅安出发。下午

一点多钟，陈光标到达灾区。

第二日凌晨，陈光标带领的救援

队历时 12个小时打通了从宝兴到二

郎山等三条通道，同时将棉被、手电

筒和收音机发放到灾民手中。上午 8

点多钟，陈光标来到龙门乡王家村大

石林组，现场向每个村民发放现金

200元，而此时的陈光标已经一天一

夜没合眼了。

如同陈光标一样“与时间作战”

的还有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4月 20

日 9点零九分，刚听到雅安地震消息

的王均豪发微博表示：“如需急需物

资@吉祥航空，货仓可免费运。”两个

小时后，王均豪表示在成都机场关闭

的情况下，“飞重庆货仓已清出”，已

对接复兴集团“拉消痰药”途中，“根

据汶川经验急需千斤顶，我已叫助理

去买”……此后的王均豪的微博如同

一部讲述千里驰援的电影，在即时推

进中展现了一个企业家的救灾时间

线。至 21日早晨 8时，第一批均瑶集

团紧急购买的 62件千斤顶和“复星

公益基金会”委托的 268件消炎药品

总计 4.2吨救灾物资均已送达灾区。

（下转第二十七版）

从汶川到雅安：
中国企业家救灾身影

从 2008年到 2013年、从汶川到雅安———五年，虽然伤痛依然，但可以改变

捐赠的数字，也能够改革救灾的方式，更可以进化慈善的心态。

证监会近日召开新闻通气会，专门通报万福生科涉嫌欺

诈发行及相关中介机构违法违规案的行政处罚结果，拟对万

福生科罚款 30万元，对平安证券、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博鳌律

师事务所分别罚没 7650万元、414万元、210万元。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表示，目前万福生科案的行政调查已终结。涉及刑事处

罚部分的，证监会已于今年 4月份将万福生科及两名涉嫌犯

罪的人员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涉及行政处罚部分的，现已进

入行政处罚预先告知阶段。2012年 9月 14日，证监会对万福

生科涉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稽查。

证监会重罚万福生科案肇事者

近日，中国证监会对朗科科技历时近 8个月的调查终于

水落石出。理财周报记者查阅历史资料发现，朗科科技触碰的

底线，不仅信息披露违规违法，在项目操作程序上也存在本末

倒置。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原董事长邓国顺与现任董事长

成晓华意见屡屡出现分歧。统计发现，自邓国顺辞去董事长职

务后至今的 26次董事会上，邓国顺连同其他两位董事共投出

17次反对、弃权票，这在上市公司中极为少见。此外，业绩停滞

增长，缺乏新的盈利模式，加之 4个 IPO项目 3停 1延迟。

朗科科技创始人反目

mailto:liulingli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