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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还有几张牌自救？
核心提示 | 6 月

27日14：30，深圳大梅
沙万科总部六楼会议
室，原本常规的一场股
东大会，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群情激昂。此前，
由于第一大股东的强势
“逼宫”行为，这家被誉
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拥有
最阳光公司治理结构的
企业，遭受了自创立以
来最严重的危机。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审议万科2015年的年
报以及年度分红预案，
但是股东的焦点大多聚
集到万科在前一日披露
的一份公告上。这份公
告显示，公司第一大股
东宝能系旗下两家公司
提出了罢免万科现任董
事会、监事会所有成员
的议案。

虽然绝大多数出席
股东会的代表表达出对
以万科董事长王石为代
表的公司管理团队的支
持，但结果依然残酷：会
上提请表决几份报告
中，董事会报告、监事会
报告因反对票超过赞成
票而被否决，唯有财务
审计报告、分红预案、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获得高票通过。

从董事会报告和监
事会报告被否定的结果
来看，宝能系所提出的
罢免董事会、监事会成
员的议案一旦提交股东
大会表决，将出现对万
科极为不利的局面。

虽然王石不断在股
东大会上强调自己对事
件发展持“乐观”态度，
但台面上的局势显示，
留给他的时间非常有
限，可以翻盘的余地也
并不大。

作为万科的创始
人，王石这一次能不能
带领团队绝地反击，将
是“宝万之争”最大的看
点。

作为万科审议上一年工作
情况的常规股东大会，每年都
会审议五份报告，这一次也不
例外。当日提请审议的报告包
括：《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
《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2015
年度报告和经审计财务报告》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
息方案》《关于2016年度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过往年份中，鉴于万科管
理团队拥有较好经营业绩以及
良好的公司治理，这些报告都
获得高票通过。但今年的情况
有些不同。

最终的网上、网下投票结
果显示，《2015年度董事会报
告》《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未
能获得通过，原因是反对票高
于赞成票。

根据万科监事会主席解冻
介绍，出席股东大会的万科股
东共计148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63亿余股，占股本总数
的57.91%。而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97人，其中A股96人，
H股1人，共代表具有表决权
股份的 25.6%，其中 A 股占
21.91%。换言之，当日通过线
上投票的万科股份为32.31%。

究竟是哪些股东对代表公
司管理层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报
告投下了“反对票”，目前尚无
法确认，但联系到前一日宝能
系提出罢免董事会、监事会成
员的议案，这个悬疑的答案似
乎不言而喻。

现场一位从事投资职业的
股东姚民(化名)在会后评论
称：根据投票结果来看，宝能和
华润以其合计超过40%的股
份投出反对票是极有可能的。

面对董事会、监事会工作
报告被否，王石表达了自己的
失望，他说：“具体信息会在后
续的公告中披露，但我觉得(那
些投了反对票的股东)需要披
露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这是
否定管理层的工作，对管理层
造成影响。”

事实上，万科的业务高管
团队及普通一员工在最近的一
系列事件中受到的冲击不小。
王石甚至透露，仅仅在27日上
午，他个人就接到了3个猎头
的电话。

无论管理团队对于董事
会、监事会报告的被否如何表
态，事实上这样的表决结果无
论对万科而言，还是对万科管
理团队而言都极为不利。

“假如宝能的罢免议案最
后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地
步，将是万科管理层的一个死
局 ，因 为 不 可 能 全 体 股 东
100%参与投票，而一旦宝能和
华润做一致表决，将占据绝对
优势。”姚民称。

股东会现场有不少股东代
表力挺王石团队。例如上海东
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的代表发
言称“明确支持目前万科的管
理团队留任”、“资本也应该尊
重企业家”。

王石接到猎头电话

自从去年12月通过一个视
频表达了对宝能作为万科大股
东的“不欢迎”态度后，王石始终
处于事件的风暴眼上。宝能的
罢免名单之首便是王石。

宝能提出的罢免议案，不单
针对王石本人，还包括董事会和
监事会的其余11名成员，几乎
是要“血洗”董事会和监事会。
据透露，这份议案是宝能方面在
24日提交给万科的，对此，万科
管理层表示感到意外，甚至戏
称：这些年万科的团队及表现没
有不堪到董事长要在股东大会
上被罢免的地步吧?

更为严峻的是，作为目前第
二大股东的华润似乎与宝能站
在了同一阵营。双方在23日晚
间先后在不足一个小时内披露
了内容高度重合的声明。

如果宝能和华润站在统一
战线，会使罢免议案通过的可能
性极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冰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
时表示，根据公司法，即便万科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董事会
会议，宝能一样有权强行召开临
时董事会会议，按照目前局势，
宝能、华润合计持股超过40%，

基本可以更换万科董事会，一
切符合规范。

对此，万科管理层似乎没
有更好的措施。不过王石强
调：“1988年我敢于主动放弃
股权，就证明我有足够的信
心，因为我相信国家、市场、民
族的未来是朝更好的方向去
发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请大家不要太悲观。”

王石的底牌是什么?从目
前的形势来看，万科与华润继
续沟通以争取支持的余地已
经不大，因为王石多次强调，
整个事件过程中，管理层不断
做出妥协，但是妥协是有度
的，“当它已经完全违背中小
股东的利益，违背了阳光、透
明这些制度以及公司治理原
则后，是不能继续妥协的”。

那么，还有什么是万科可
以抓住的救命稻草?王石的答
案是“监管部门”。他表示：

“我不相信大股东可以为所欲
为，我相信监管部门在一定的
时候会出来解决，不是资本想
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在外界看来，万科的绝招
唯有就“宝能与华润是否属于

一致行为人”而向相关部门提
出调查申请甚至诉讼。27日，
万科独立董事华生在其文章
《我为什么不支持大股东(下)》
一文中公开质疑，华润和宝能
在过去的时间中多有接触甚至
密会，业务上也存在合作关系，
行动高度一致，存在一致行为
人嫌疑，可以申请临时冻结其
表决权。

27日的股东大会上，也有
多名股东提出类似的质疑，并
请求万科管理层赶紧采取措施
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
人称：“太多的迹象显示华润、
宝能之间存在一致行动人嫌
疑，而一旦坐实，二者表决权将
被冻结，并且因为合计持股超
过30%而触发要约收购。”

这是不是万科最后的一张
王牌?但整个管理团队并未就
此作过多评论，仅表示会提请
董事会去审议。

而6月27日晚间，深交所
向华润及“宝能系”分别下发关
注函，要求双方各自说明，是否
互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发稿时
止，尚无进一步消息。

王石还有王牌吗?

在6月27日举行的万科
股东大会上，有中小股东建
议万科管理层、华润、宝能等
各方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各
让一步，考虑大家的诉求。

万科董事长王石回应
称，包括他在内的万科管理
层一直在妥协。他说：你们
有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的表
现，从去年停牌时候,万科内
部的一个讲话，在社会上的
反响，和在不同场合我的表
态，和今天我坐在这里我的
态度，你们应该看到，万科管
理层包括我在内，我们为了
万科这个品牌、为了我们社
会各个利益的相关者，只要
让大家感到在这种股东更换
当中，我们管理层、我们坚信
的、我们创造的、我们守望的
对各个利益相关的一致往前
走的利益，我们一直在妥
协。我相信媒体应该是可以
感觉到的，有关的监管部门
是可以感觉到的，在妥协当
中的我们应该对手也是感觉
到的，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个
会是怎么样的会，当然在现
代社会当中，第一，我们遵守
游戏规则，第二，实际上的智
慧是什么呢，就是妥协，我赞
成这位股东提的这样一个建
议。

王石称，协调各方面的
利益，尤其是如何来稳定，应
该说万科本身一直是在妥协
的，他说，这种妥协也是有个
度的，底线是消费者、合作伙
伴、社会各个方面接受的万
科已经形成的一些阳光、透
明的原则。王石称，大股东
也必须遵守监管部门的要
求，不能为所欲为。

宝能对王石拿5000万
工资不务正业的质疑，王石
表示：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
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拿
了5000万，应该说我本身在
公司工资、年底按照分红比
例的分配，我拿的就是这两
个部分。在整个美国期间我
没有额外多拿一分钱，本身
这个来讲具有相当的误导，
这个误导目的是什么呢？由
于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非常
敏感的时期，大家都希望稳
定，都希望不要出现什么波
折，如果你提的这个问题，非
常明确、非常尖锐，即刻我们
要来解决的，难道我们作为
大股东就可以随时把问题公
布出来吗？你就不顾股市的
正常吗？

王石说：相信中国改革
开放到了今天，我们如何运
行这个市场，我们监管部门
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相信
监管部门这个时候会出来表
态的，为什么我们乐观，就乐
观在这里，不是资本你想怎
么做就怎么做的。

王石：
不会一直妥协

资本不能为所欲为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