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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天76位掌舵人离职

2019 年 1 月 2 日下午，
在宇通工业园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的西安宏盛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上，曹中彦正
式出任ST宏盛董事长。

随着曹中彦的上任，其
前任程涛也正式成为2019年
首位离任的上市公司董事
长。至此，上市公司董事长
离职潮正式发端。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
在 2019年 1月 1日~2月 15
日期间，A股上市公司共有
76家出现上市公司董事长离
职的情况。这也意味着2019
年以来平均每天超过1家上
市公司董事长离职。而如果
仅按照工作日来计算，这一
数据则达到每天超过2家上
市公司董事长离职。

其中，1 月 14 日这一
天，上市公司董事长离职之
风达到顶点。当天包括财新
发展、一汽夏利、幸福蓝
海、浙江东方、中恒集团、
大同煤业、渤海轮渡在内的
7家A股上市公司的掌舵人
选择离职。

就已披露的公告来看，
上述上市公司董事长离职原
因多种多样，既有个人原
因、工作岗位调动、失联、
控股权变更，也有涉及违法
违纪遭受法律制裁或者不具
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管资格等
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2018
年，A股上市公司有604名
董事长离职，平均每6家上
市公司就有 1 名董事长离
职，数量创下新高。其中民

营企业占比40%，明显超过
往年。

离职揭秘1：工作变动

一般而言，董事长一般是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
人或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变更
无论对上市公司经营还是其
股价波动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甚至对上市公司的实操业务、
经营、销售与品牌宣传均带来
一定的不确定性。

随着上市公司数量增
加，管理层年龄增加，以及高
级人才之间工作优化，出现
管理层离职潮属于正常现
象，如果离职是因为不看好
公司，或者违规违纪，可能会
对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而从今年以来上市公司
出现董事长离职的原因来
看，有一部分董事长职位的
变化与“工作变动”相关。

例如，1月17日，风神股
份发布公告，风神股份董事
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白忻
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白
忻平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
务，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主任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无独有偶，1月31日，河
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公告，董事会当日收
到金雷、马沉重递交的书面
辞职申请。因工作调整，金
雷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
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主任委员职务。

从因“工作变动”而出现
董事长易主的上市公司来
看，多属国企。

离职揭秘2：控股权易主

在今年出现上市公司董
事长易主的情况当中，还有
一类则属于公司易主，董事
长随即下课，显然这应该归
属于：分手应该体面。

2018年12月7日晚，ST
宏盛发布公告，西藏德恒与
拉萨知合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以每股24.02元的价格
受让拉萨知合直接持有的宏
盛 科 技 非 限 售 流 通 股 份
41639968 股 ，总 价 款 为
1000192031.36 元，经双方
协商一致最终确定交易对价
为1000000000元，占宏盛科
技总股本的25.88%。本次权
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
德恒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宇通集团为上市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汤玉祥等7名自然
人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亚夏汽车、利德曼等公
司也是因为重大资产重组导
致的高层“大换血”。1月15
日，亚夏汽车一则拟更名公
告，宣布其运作了约一年的
重大资产重组进入尾声——
公司拟将名称变更为中公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简称拟变更为“中公教育”。
自此，A股职业教育龙头正
式浮出水面，并成为教育并
购界的一桩“大事件”。与此
同步，亚夏汽车宣布变更公
司主营业务及拟增加公司注
册资本，公司主营业务全面
转型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将
中公教育作价 185 亿元置
入，从“汽车概念股”摇身一
变成为“教育股”，亚夏汽车
或是看重中公教育的高成长

性和职教领域未来近千亿的市
场规模。重组完成后，亚夏汽车
之前的董、高、监也相继辞职。

离职揭秘3：股权质押爆仓

事实上，从近期出现董事长
离职的案例当中，有一类由股权
质押引起。

2月12日，近期频频“爆雷”
的ST康得新发布公告称，董事
会于2月11日收到董事长钟玉
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
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
等相关职务。ST康得新称，辞职
后，钟玉仍为ST康得新第一大
股东康得集团董事长及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这种原因与去年A股大面
积股权质押爆仓的情况几乎相
同，而相似情况在2018年也屡
见不鲜。

2018年 7月 26日晚间，莲
花健康发布公告称，当天，公司
董事长夏建统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董事、董事长所有职务。而
夏建统的离职，股权质押可以说
是直接导火索。

2014年12月16日，睿康投
资受让莲花健康1.1亿股股份完
成过户，2014年 12月 17日，睿
康投资即将该笔股权全部质
押。而在正式接手莲花健康之
后，睿康投资对于其所持莲花健
康股权的质押几乎没有间断过。

2018年5月9日，针对“莲花
健康控股股东睿康投资所持股
权已全部质押给安徽国厚，主要
用于为其在安徽国厚融资提供
担保”的情况，上交所要求公司
核实并披露睿康投资前述融资
金额、融资用途、还款期限；睿康
投资目前财务状况，明确说明是
否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睿康投资
与安徽国厚就未能按期偿还情
形下，上市公司股权安排是否形
成任何协议或约定。

此后，莲花健康表示，截至
公告日，睿康投资向安徽国厚通
过股票质押融资方式取得借款
2.5亿元，融资用途为偿还前次股
票质押融资，借款到期日为2018
年7月24日。睿康投资与安徽
国厚就未能按期偿还情形下上
市公司股权安排事宜未达成任
何协议或约定。

而在到期无法偿债的情况
下，夏建统下课就在情理之中。

离职揭秘4：业绩爆雷

在上市公司董事长离职的
原因当中，还有一种则要归咎
于：经营不善。而这一原因的代
表者就是曾经的“翡翠第一
股”——东方金钰。

2015年，东方金钰的全年营

收达到了86.6亿元，其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
亿元。但是2015年以后，东方
金钰的全年净利润开始逐年下
滑。虽然2017年东方金钰的
营收达到了93亿元，但是难以
阻挡其净利润下滑的趋势，全
年净利润仅为1.3亿元，同比下
降幅度接近50%。

当时的东方金钰，已经开
始认识到整个珠宝行业，都已
经进入了瓶颈期。但是东方金
钰的董事长赵宁认为，随着整
个经济环境的发展，未来翡翠
等奢侈品的消费，依然拥有良
好的发展趋势。

并且翡翠资源作为一种不
可再生资源，原石产量一直在逐
年下降，并且开采的难度也在不
断加大，增加公司的翡翠原石储
备，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于是，在公司业绩持续下滑
之时，东方金钰居然开始大量囤
积翡翠原石和黄金。

囤积原石需要大量的资金
支持，于是东方金钰开始四处
借贷。仅仅2017年上半年，东
方金钰的借款金额就超过了
30亿元。然而，东方金钰没有
等来翡翠市场的好转，导致大
量的资金被套住，不仅需要背
负沉重的债务，还要支付高昂
的利息。

1月15日，东方金钰发布
公告称，该公司目前新增了一
笔到期未能偿还的债务，该笔
负债金额高达16.7亿元。其总
负债则超过90亿元。

2月2日公告显示，由于去
杠杆等金融政策调整和公司重
大经营决策失误等原因，导致
公司资金链断裂，形成2018年
净利较大亏损。赵宁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在同一天，东方金钰还发
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兴龙
实业的股东赵宁、王瑛琰，拟将
其合计持有的兴龙实业100%
的股份转让给中国蓝田总公司
（下称中国蓝田）。完成后，中
国蓝田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
不变，实际控制人将由赵宁变
更为中国蓝田。不过此事在农
历新年后反转。先是东方金钰
率先发难，发布公告称，中国蓝
田未就其身份、主体资格、资信
情况及收购的合法合规性提供
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出于对
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决定
暂时终止股权转让事项。2月
13日，中国蓝田的总经理、法
人瞿兆玉直言：“借壳东方金钰
的事，我不知道！没签字、没授
权、没批准！”

截至目前，此次重组看起
来已成镜花水月，但东方金钰
董事长离职亦成事实。

上市公司董事长掀离职潮
新年前俩月，46天76人离职

进入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忽然成了“高危名词”。在过去的46天里，A股76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易主，如果仅按
照工作日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超过两位上市公司董事长离职。

那么在农历狗年的年终岁尾，为何成为上市公司离职的高发期？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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