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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隐患未除 家化控制权仍不确定
被“卸任”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

的葛文耀，虽然以“现在双方静默，抱

歉！”为由，拒绝《中国企业报》记者的

采访请求，仍担任上海家化股份

（600315）董事长的他，如今还处在舆
论“风口浪尖”。

自今年 5月以来，先是平安信托
“指责”家化集团管理层设立小金库

和账外账，将双方的矛盾由“暗夺变

成明争”。随后，又有一份神秘举报材

料揭露家化股份与 OEM 供应商沪江
日化厂的诡异资金（占用近 1亿元上
市公司资金和 5000 万生产成本费
用）往来，矛头直指家化股份管理层

和内部员工从中谋利。

在外界这看，这一切均缘自家化

股份第一大股东平安信托，与以葛文

耀为首的经营管理层之间，围绕上市

公司发展话语权和控制权的争夺。

“作为大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说了

不算，这显然不是平安方面所能接受

的。同样，当年极力推荐平安作为战

略投资者入主的葛文耀团队，当年希

望引入一个‘甩手掌柜’，没想到却是

一个‘总想管事的新婆婆’”。浙江万

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认为，中国的

战略投资者向来都有掌权的情结。

曾经也是亲密恋人

2011年 11月，平安信托旗下的
平浦投资经过一年时间，相继击退包

括复星投资、海航商业、中信、淡马

锡、鼎辉国际等多个中外投资公司，

成功获得家化集团 100%控股权，从
而也成为家化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据接近这项交易的知情人士透

露，“2011 年平安的入主与葛文耀的
力挺拥有很大关系。当时，海航曾开

出高达 57亿元的收购价，比平安报
价高出 6亿元。但是，葛文耀为首的
家化管理层因为担心海航入主后的

再次商业运作，丧失对公司的管理

权，最终将选择天平倒向平安”。

事实证明，在平安信托入主后，

其对于家化集团和家化股份出具的

“认同家化集团多元化时尚产业发展

战略，以及后期在家化品牌推广、产

业链完善、时尚产业拓展、渠道网点

建设、客户资源共享、技术研发和法

人治理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并追

加 70亿元投资”等 9项承诺，让这桩
交易既使得上海国资委原始股权获

得丰厚回报后全身退出，又让葛文耀

为首的管理层可以放心迎接这个“外

行”的新老板。

事实上，葛文耀为首的家化股份

高管也为新股东入主提供了丰厚的

回报。《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去年 4

月末至今年 5月初，公司累计涨幅一
度超过 120%，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
幅达到 37%。

目前，以 51亿元整体购入家化
集团的平安信托，在不到 2 年的时间
里，已经净赚 30多亿元。在葛文耀看
来，“家化股价最高时，大股东持有股

份价值已超 90亿元，加上集团资产
已超过 100亿元，一年多这一投资已
翻倍，大大超过当时我的承诺”。

“当初，葛总的打算是引进一家

保留家化集团独立经营决策权的战

略投资者，家化则抱以每年的稳定利

润和高增长作为回报”，上述知情人

士指出，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在平

安信托入主的一年后就被打破。

充满侵略性的资本力量

入主上海家化的一年后，平安信

托的意志开始全面渗透至家化集团

和家化股份之中。2012年 12月初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开之际，公司宣

布拟改变董事会结构，董事会成员从

6名扩至 8名，独立董事由 2名扩至
3名，董事由 4名扩至 5名，并取消副
董事长职位。

此后，来自平安信托的董事长童

恺、朱倚江分别当选家化股份董事、

监事长。同时，由平安信托指定的独

立董事也顺利当选。令市场担心的

是，在提名童恺为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中还出现一张反对票。

有来自家化内部人士透露，“当

年平安收购家化集团的条件之一，就

是不向上市公司派遣董事，只派一名

监事。之后，平安不但要派董事，还要

指定独立董事。这实际上已经在平安

与家化股份管理层之间的信任度上

撕开了一个口子”。

在平安入主之后，在葛文耀的计

划中，是希望借助上海家化的品牌经

验，以家化集团作为品牌孵化器，将

一些老字号、老品牌通过改制、整合

后激活。“按照葛总的计划，家化集团

与家化股份的发展方向有所分工，前

者发展时尚产业，后者发展与化妆品

相关的主业。葛总看重平安有钱，有

全金融牌照。可以在自己的老品牌激

活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最终打造完

美的‘产业+资本’平台。”上述家化内
部人士如是说。

上海家化收购天津海鸥表项目

计划，成为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在天

津海鸥表项目上，因为平安方面的不

支持，葛总先是在家化集团层面遭否

后，又在计划将这一项目纳入上市公

司后遭否，最终不得不以输入团队和

经验、寻找外部 PE的方式来完成他
的这个梦想。”上述知情人士如是说。

其实，在平安信托入主上海家化

之初，就没有将自己只是当做“甩手”

掌柜。在《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得的一

份当年平安宣布入主家化的新闻通

稿中，童恺就明确表明，“平安将秉承

长期经营的理念及持续资源投入和

长期价值提升的原则，把平安雄厚的

资本实力、综合金融服务、全方位资

本市场运营、国际化视野与网络、独

具特色的平安文化及充分的协同效

应等优势嫁接到家化”。

冯洪江也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

逐利性，另一方面则具有侵略性。对葛

文耀等公司管理层来说，平安是化妆

品行业的外行，不希望他们过度干预，

而是充分信任下的全面放权，以及提

供资本等服务。对于平安信托来说，却

希望将自身的资本运作、国际视野和

文化价值观输入到家化，实现全面融

合。这直接催生了双方的矛盾”。

平安或主导后葛文耀时代

迫于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以及

上市公司所有股东的利益维护，目前

平安与家化股份管理层共同选择和

解：大股东平安表示继续支持现有管

理层，葛文耀也就此前的小金库、账

外账等问题进行说明，并表示“为将

家化打造成为一家多元化的时尚产

业集团，自己的荣辱、利益等都可放

弃，希望再干 2—3年”。
不过，在产经评论员洪仕斌看

来，“纸终究包不住火。只要葛文耀为

首的经营管理层，无法与平安方面在

价值观、经营思路与家化股份实现融

合，影响家化未来业绩和股份的隐患

就没有根除。最终，作为资本方的平

安方面会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对家化

的管理和控制，限制葛文耀在家化的

话语权”。

目前，平安通过家化集团和上海

惠盛实业共同持有上市公司 27.59%股
份、为第一大股东。上海久事、上海城建

投两家地方国有法人共同持有 6.93%
股份。而中银、易方达、嘉实等 6只基金
则持有 17.63%股份。此外，目前公司经
营管理层持股比例为 0.89%。

由于平安在 8 人董事会中只有
两票表决权，想要在短期内通过正常

途径罢免葛文耀董事长的可能性并

不大。资料显示，葛文耀的任期将于

2015年 12月底到期。另一方面，对于
已 65岁、并经历过家化与外资企业
联姻败局的葛文耀来说，也难以借助

外部资本“赶走”平安。

对此，国金证券分析师王晓莹认

为，“如果葛总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长，我们认为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影

响企业的存亡，但是对公司的业务和

经营仍然会造成不利影响，可能减缓

企业的发展速度”。

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胡珏则认

为，“市场担心葛文耀的卸任会给公

司带来经营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市

场无需过多担忧，过去几年公司一直

稳定运行，佳作屡出，并非葛文耀事

无巨细参与决策，主要工作是培训，

不参与具体工作”。

眼下，一部《中国合伙人》正值热

映。电影中，角色之间因利益分分合

合。而现实中“中国合伙人”的故事，

远比编出来的电影精彩许多。

管理层涉嫌重大违规、董事长被

免职，以及一系列围绕上述问题的消

息，直接导致该公司股票在半月内两

次停牌，一次跌停。

被指利益输送

5月 20日，一封匿名信让上海家
化和平安此前维系的短暂和气土崩瓦

解。双方也再次被推向舆论的焦点，围

绕上海家化财务的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据微博爆料，一名为“家化良心”

匿名人发给媒体一封上海家化存在

体外“神秘账户”的邮件。直指公司存

在利益输送嫌疑，而该账户与此前葛

文耀所提“共享费”无关。暗指其所关

联的利益关系可能涉及上海家化超

过 1 亿元的现金及 5000 万生产成

本。同时，上海家化历年来的供应商

“沪江日化”也被提及。

当天，上海家化股价开盘后持续

下跌，最终报收于 61.84 元，大跌
5.33%。上海家化随即发布澄清公告。
与此同时，葛文耀又选择了在其个人

认证微博上“战斗”，于 20日晚间连发
3条微博回应。
“逼人太甚”、“匿名信这招都使

出来了，黔驴技穷了吧，我本已停战，

被逼出来的，抱歉！”语气中可以看

出，葛文耀怒气难耐，其与平安之间

的矛盾更是甚嚣尘上。

5月 21日，上海家化再次停牌。
次日晚间，上海家化再次发布公告。

公告解释，2009年起，家化将原
中央工厂生产的大流通产品逐步转

移至以沪江日化为主的 OEM 工厂。
而家化与所有 OEM工厂之间的结算
事宜均由生产基地管理小组讨论决

定。这些基地原材料和加工费的核算

原则也一并在公告中附明。据悉，

2010年转移至沪江生产，当年就节约
加工费 731万元。

“绝不是内部人爆料，是他们七

个人，4月初开始在家化运动式审计
一个半月所怀疑的两个重点问题，但

怀疑只能是怀疑……对于在没有任

何证据的情况下，编造微博，搅乱股

市，让中小股东遭受损失，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葛文耀在 20日晚间
的微博中表示。

家化不会被外资收购

此番接任葛文耀原职务的平安

系人马张礼庆，其甚少的日化从业经

验能否继续为上海家化带来高速增

长，依旧是个问号。

有分析师认为，上海家化未来如

被大规模更换管理团队，势必影响民

族品牌发展。而最乐意看到这个局面

的，就是外资品牌。

不过截至目前，上海家化是否会

被外资收购仅属于猜测阶段。中投顾

问化工行业研究员李加楠告诉记者：

“根据目前形势来看，至少五年内，家

化绝对不会被外资收购”。

他认为，从此次家化内讧中可以

看到，葛文耀的战略路线受到众多投

资股东支持，且是不容易被击垮的。

但因内讧事件，上海家化此次所

受严重内伤还需用时间来协调内部

各方之间的关系。打造时尚集团的构

想也只能推迟，时间上遏制了上海家

化的发展。

同时，对于整个行业来看，上海

家化的转型升级还没有实现，国内有

资本有实力的企业将会争取机会抢

夺这个香饽饽。

但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依旧是投

资人看重的关键问题。

据记者拿到的一份上海家化年

度股东大会记录显示，总经理王茁明

确表示希望葛文耀继续领导家化 5—
6年。而亦有机构投资人当场表示，希
望葛文耀继续执掌家化 2—3 年，并
能解决好接班人问题。

而上述人士认为，上海家化如果

面临平安上台，管理层换血，上海家

化将不过是一个待价而沽的产品，为

平安带来短期高收益的投资成果。

上海家化演绎“中国合伙人”

本报记者 赵雪

时隔 200 多天，皇明太阳能第七次揭太阳能行业潜规
则。而这次皇明曝潜直指现有太阳能热水器不锈钢内胆“胆

结石”，导致腐蚀、漏水和穿孔，三五年整机报废。

“这并非个案，现在全行业普遍出现这种问题，从皇明

的行业监测数据来看，由于不锈钢内胆问题造成的影响热

水器性能质量安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这是当前太阳能热

水器市场的一大潜规则。”皇明太阳能大市场部部长于大鹏

说。

据了解，太阳能不锈钢内胆腐蚀生锈的主要原因可以分

为三类，一是跟不锈钢本身材质、厚度有关，二是与焊接工艺

有关，三是与用户所在区域水质有关。

“更重要的是，如果用户所在区域水质差，更容易加剧内

胆的腐蚀速度和程度，内胆漏水、太阳能报废。”皇明太阳能

技术研发中心总监张立峰表示。

也就是说，这是对太阳能热水器内胆的要求。张立峰直

言，“可以说关于标准对于水质的问题是回避的态度，这个回

避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太阳能热水器内胆没有对水的适应性

的要求，在水质超标、不符合国标的要求下，热水器有没有办

法，有没有处理措施，这是最关键的，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明确

的提及。”

“尽管如此，但是全行业没有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许多

太阳能热水器为了减少成本，不锈钢内胆厚度不够国标推荐

的 0.5毫米，绝大多数薄 20%以上，像张纸，很容易锈蚀击
穿。”张立峰介绍说。

“一些大企业不愿意用 0.5毫米的不锈钢，用 0.4毫米或
者是 0.3毫米，内胆的成本立刻下降 20%—30%。”张立峰坦
言，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低于厚度 0.5毫米以下不锈钢在没有
发挥有效的抗腐防腐情况下，薄板越薄在不锈钢生产过程里

面均匀性更难得到保证，只有厚度达标才能保证它的使用寿

命。

专家介绍，太阳能内胆多采用不锈钢，所谓不锈钢不是

不锈，而是难锈。铬、镍是保持不锈钢耐腐蚀的基本元素，可

极大延缓钢的腐蚀，但铬、镍的天敌是水中的氟离子和氯离

子。氟、氯离子在 60益以上水中活性（腐蚀性）增强，太阳能产
生的高温热水能达到 100益，氟、氯离子对不锈钢内胆整体的
腐蚀加速，时间长了内胆就可能被锈穿，尤其是焊缝处，更容

易腐蚀开裂，严重的两三年就能锈透漏水。

“水质差不仅在农村地区，而且在上海、济南、青岛、成

都、太原等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当水质差时会加速不锈钢内

胆腐蚀和穿孔。”张立峰说。

“看起来，都是中国的水质造成的潜规则。”黄鸣表示：

“但是面对这些消费者关注的质量问题，整个太阳能行业，许

多大企业不作为、不创新，糊弄消费者。太阳能热水器市场十

几年来技术停滞不前，关键的内胆技术不创新，导致诸多质

量安全事故发生，消费者也对这个市场越来越没有信心，市

场不断萎缩。”

本报记者 陈玮英

黄鸣炮轰
热水器内胆“薄如纸”

2013年 5月 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
于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此通知是针对

2011年 6月欧盟发布的原料药新指令 2011/62/EU（以下简称
“62号令”）而“量身定制”的。欧盟 62号令定于今年 7月 2日
正式实施，其具体实施办法也将于近期公布。

自欧盟 62号令公布以来，国内原料药企业一直为此悬着
心。如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无疑给国内

原料药企吃下一颗“定心丸”。但随着实施日期的临近，仍有不

少企业为此表示担忧。

62号令促成“倒逼机制”

受到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双重重压，加之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的攀高，中国原料药企业的出口优势正在被严重削弱。

2012年中国原料药出口在金额上虽有增加，但较上年相比，
增幅却有所下降。

“此前，中国原料药出口的价格优势较为明显。但近年来，

随着竞争的加剧、竞争对手的崛起，以及一切出口国的贸易壁

垒设置，中国的原料药出口面临危机。”长城战略咨询项目部

经理潘晓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国际出口环境的复杂性与不

可控性，一些中小型原料药出口贸易企业已经放弃这块“无利

之地”。大连美仑生物张小姐就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公司已经

不做原料药出口了，目前业务还集中在国内。当记者问其原因

时，张小姐表示不便透露。此种情形在大连市的一些小型原料

药出口贸易公司较为普遍。

（下转第十版）

欧盟 62号令羁绊
中国原料药企出口
欧盟 62号令可以从外部形成“倒逼

机制”，以促进国内原料药企业产生危机
意识，并积极调整企业的发展路径

本报记者 范思绮

5月以来，上海家化股价持续下跌

民族日化品牌遭遇内伤 发展存隐忧

问题热水器三五年整机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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