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股东大会的主题是“诚信、互信、共
商、共赢”，这是贵州茅台召开股东大会以来
首次设立会议主题。在致辞中，贵州茅台董
事长李保芳也说，“这是与往年茅台股东大
会最大的不同”，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向股东
传达两个信息，“一是，请大家放心，茅台是
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不会做违反股东意愿，
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不会做不守规矩的
事；二是，大家都希望茅台好，做在管理团
队的角度，要达成共识，共同把事情办好，
推动茅台共同发展，让大家获得更大的回
报”。茅台集团成立营销公司为了谁？与
反腐有什么关系？明年产能将达到多少？

在29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李保芳
逐一回答了市场关切的热点问题。

茅台成立营销公司
能防止权力更加集中

5月5日，贵州茅台官微发布消息，宣
布贵州茅台集团营销有限公司揭牌。据
了解，茅台营销公司是茅台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负责茅台酒直营工作。但这引起了
茅台股东的不满。随后，上交交所对贵州
茅台下发监管工作函。目前，贵州茅台还
未回复监管工作函。

在股东大会现场，李保芳称，“从营销
公司5月5日挂牌起，我就知道会受到关
注，所以我把网上一条条的意见都看过
了”。李保芳向在场股东展示了打印出来
的，厚厚一摞的网络意见。

李保芳说：“里面有骂的，有侮辱的，
我觉得不要紧，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是
为了维护茅台有个长期的意见，我们对所
有的意见都听进去了……我把这一摞意
见拿到这里，是为了表示茅台对大家的意

见，是听进去的。”
对于还未回复的监管工作函，李保芳

说：“之所以没有及时回应，是考虑到茅台
的事，想来关注度很高，需要在深思熟虑
的情况下，审慎作答。我觉得这个事太大
了，涉及到方方面面。”

李保芳向现场股东表示：“关于营销
公司最终的方案，最终的方案是守法的，
符合国家反腐要求的，保障股东权益的，
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们都会为大家负
责，为大家尽责。”

李保芳强调：“我们不会伤害股东的
利益，大股东不会与中小股东争利。”

关于成立营销公司的初衷，李保芳
称，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反腐。

李保芳说：“过去20年茅台的营销渠道，
渠道单一，资源分配不公开、不工作、不透
明，造成了以权谋私、利益输送、靠酒吃酒。”

会上，李保芳提到了中国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
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袁仁国落马一事，并在现场朗读了贵州
省纪委监委对袁仁国的通报。

李保芳称，“这个案件说明，茅台酒乱
象问题主要是在营销环节，所以进行营销
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李保
芳表示：“成立营销公司，能防止权力更加
集中，促进健康发展。”

破除“没酒买”传闻
参会股东仍可以平价买酒
每年茅台股东大会，“买酒”成为必修

课，甚至有人专门为了“买酒”而来。
28日上午，有传闻称，参加

茅台股东大会的股东“今年没
有酒买了，专卖店这两天关
门”，也即今年的茅台股东大
会，参会股东将无法平价买酒。

到底有没有酒买？是现场
股东最为关心的事情，在签到附
近，总有股东围着工作人员，询问
买酒事宜：“我们也不是想占便
宜，1499元的指导价买就好。”

对于股东的询问，茅台工
作人员也是极耐心解释，并指
导股东在茅台镇参观旅游，但
对于有没有酒买，始终没有给
出明确回复。

针对今年参会股东无法平
价购买茅台酒的传闻，5月28日
下午李保芳就向股东表示“会
赶快安排”。5月28日晚，茅台
开始登记买酒，所有参会股东
都可购买一箱茅台酒、两瓶猪

年生肖酒。29日股东大会现场，李保芳
还表示，截至当天上午，已有1900多位股
东登记买酒，“算下来还有一百多人没有
登记买酒，请大家会议结束后去登记，我
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办好。”

由于人数众多，今年的股东大会取消
了例行多年的晚宴环节。“这些年，尽管茅
台的软硬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接待
条件所限，我们仍然无力把会办得足够
好，一些既定安排也取消了，不周到的地
方，请大家谅解。”李保芳现场说。

关于茅台酒的生产能力，李保芳指
出，对于茅台酒的扩建将在2020年完成，
届时茅台酒就将有5.6万吨的产能；对于
茅台系列酒的扩建工程，则将在2021年
竣工，届时系列酒也将有5.6万吨的产
能。李保芳称，“这将近12万吨的生产能
力就是我们上市公司的竞争力。”

本组稿件综合澎湃新闻、《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等

近日，车主张先生下班途中，
不慎碰撞石柱，造成车辆左侧受
损，立即拨打95511报案，平安客服
人员告知张先生平时驾驶习惯良
好，符合平安新推出的“信任赔”服
务条件，随后，张先生在客服人员
的指引下，通过平安好车主app申
请了信任赔服务，仅耗时79秒便完
成了自主理赔。

2019年，平安产险在全国范围
上线车险信任赔服务，通过人工智
能和数据模型算法，匹配车主信任
理赔额度，车主可在额度内自主理
赔，出险后只需‘报案上传照片、确
认接收赔款’两步，即可赔付到
账。从上线一个月后，案均赔款
1286元，最快一单理赔仅耗时49.8

秒，平均理赔耗时167秒。
据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

传统的理赔模式基于风险审核，包
括查勘、定损、核赔、复堪、收单等流
程，单个案件平均产生5.18个人工
作业流程，需要与客户反复沟通8次
左右，而“信任赔”是结合平安产险
4300万车主大数据，基于图片定损、
OCR票据识别、生物识别等技术搭
建的AI智能理赔信用模型，为每位
客户配置理赔信任额度，额度内的
理赔款，由客户自主操作赔付，全程
将不再产生理赔人工审核作业，将
客户在理赔中的繁琐缩减为零。

极简理赔流程背后，是平安产
险基于30多年数据经验积累。长
期以来，理赔都是保险公司做的，

广大车主不能参与其中，平安产险
创新通过AI+大数据建模画像，对
于广大低风险、无风险的车主提供
差异化服务，打造全新的车险理赔
体验，是市场车险理赔服务迭代升
级的一个良好开端。

近年来，平安产险将人工智
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最新
技术不断应用于保险全流程管理，
将产品与服务融入客户需求场景，
依托平安好车主APP、智能一体机
等设备，推动客户全流程服务线上
化、数据化，实现客户智能录入、智
能验车、自助批改、自助理赔等多
种智能服务，充分让广大车主体验
到科技背景下保险服务的便捷与
简单，畅享保险服务新时代。

平安产险业内首推“信任赔”服务，最快理赔仅耗时49.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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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携手
高度一致的“普惠”价值观

拼多多和格兰仕有诸多相似之处。
40年间，格兰仕秉持“让消费者买到最物
美价廉产品”的理念脱颖而出，扛过众多
国际品牌的围剿，直至登顶全球市占率第
一；拼多多则坚持“普惠”的理念，深入推
动产业供应链重构，持续为消费者创造平
价高质的商品，藉此成为电商行业新的领
军者。

高速发展之间，拼多多也遭遇了一些
非正常竞争。对此，梁昭贤认为这些都是
阶段性的困难，“相信一些社会偏见也是
短暂的”。

梁昭贤经历甚至主导过最激烈的行
业竞争，深知竞争手段只是局部，创造价
值才能长久。40年的发展历程中，格兰
仕经历了各种恶意竞争、困难以及挑战，
但从未放缓发展的脚步。

家电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之一，格兰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创
始人梁庆德曾一手将微波炉系列产品从
高不可攀的售价拉回国民平均消费线，并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电产品的市场价
格集体回归使用价值。

格兰仕出现前，一台微波炉的售价是
300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工一年的收
入，格兰仕通过持续改进升级产业，将行
业的价格拉至最低300元的区间，使其成
为人人买得起的国民产品。

由于打破了行业高利润的传统，格兰
仕遭遇了美日韩企业多轮围剿和公开挑
衅，但这个“行业公敌”赢得了亿万消费者

的欢迎和支持，业务遍布全球超过200个
国家和地区，市占率始终保持全球第一。

作为中国顶尖家电品牌中唯一没有
涉足资本市场的企业，格兰仕是“去品牌
溢价”的坚定推动者。发展历程中，格兰
仕从未大规模投资于品牌营销，始终强调
产品至上，通过最好的用户体验创造价
值。

高度一致的企业价值观，为格兰仕和
拼多多的全面合作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理念
懂产品更懂人性

2018年3月，梁昭贤提出了“国民家
电”的战略方向，指出格兰仕的产品不仅
要进一步普及到千家万户，还要让消费者

“买得开心，用得开心”。
梁昭贤表示，要实现商业模式的创

新，就要“从工厂到消费者，再从消费者到
工厂”，在实现“互联网+制造业”融合的
同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要，从而为企
业注入动力，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的体验。

拼多多是电商C2M战略的领导者，
去年底，平台推出“新品牌计划”，通过需
求大数据指导优质工厂培育新产品和新
品牌，该战略在互联网和制造业内引发强
烈反响。

在本次战略合作会上，拼多多和格兰
仕团队深入探讨了定制化产品的可行性
方案。格兰仕生活电器营销部总监吴毅
表示：格兰仕将拿出最好的产品，给予最
大的支持于拼多多平台。双方将联合推
出定制化的产品，满足不同地区消费者的
差异化需求。

作为新电商模式的开创者，拼多多被
认为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实惠的商品，更
创造了有趣互动的购物体验。第三方数
据显示，拼多多在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打开
次数、用户留存度等各项重要指标上，均维
持大幅领先，展现了极强的用户粘性。

这种开拓性的经营理念，不仅引领了
电商行业的变革，也给了品牌方很多启
发。格兰仕CIO（首席信息官）Alice表
示：团队调研结果显示，很多拼多多用户
分享“砍价”、“拼单”和“种树”，不仅仅是
为了实惠，更多是为了朋友之间的互动和
乐趣，这一点在年轻用户身上体现地尤为
明显。

结合拼多多的产品特性和用户特点，
双方团队在战略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开放
性的提议。Alice指出：针对刚步入社会
的年轻合租群体，双方可以携手开发最安
全但是最低价的厨电产品，为年轻人创造
分享早餐的美好一小时，“在拼多多买，不
仅最便宜，而且最安全”。同时，Alice提
议表示，在“多多果园”等用户大体量、高
粘性的创新应用内，可以升级为“种树结
微波炉”等有趣的游戏互动，给平台用户
创造更多惊喜。

对此，梁昭贤总结表示，格兰仕一直
倡导“懂家电更懂人性”。“家电应该是美
好而平易近人”，要让产品会说话、有温
度，才能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与消费者互
联互通的情感纽带。

拼多多携手格兰仕集团
为4.3亿用户创造最优质产品
格兰仕董事长梁昭贤率队造访拼多多，双方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5月28日，世界最大微波炉
制造商、中国知名家电品牌格
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
率队造访拼多多总部，正式建
立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
方将倾斜顶尖资源，携手为全
国消费者创造最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表
示：“格兰仕改写了世界家电产
业的格局，是一家值得尊敬的
民族品牌。拼多多将携手格兰
仕打造电商&家电领域的合作
典范，围绕新品类、新产品展开
联合创新，满足全国消费者的
深层次需求。”

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昭贤
表示：“拼多多拥有长远的战略
眼光，正致力于追求有质量的
增长，格兰仕将会参与其中，义
无反顾地给予支持。”

未来
携手开拓增量市场

格兰仕深耕家电零售渠道40
年，拼多多则被认为开拓了新的品牌
下沉通道，在本次战略会上，双方也
就零售渠道的变迁展开深入讨论。

“自去年提出‘国民家电、品质
生活’新战略以来，格兰仕取得了不
少成效，我们要把更多一流产品，通
过更多好平台，推送给消费者。”梁
昭贤表示。

达达分析：“产业更迭中，品牌
尤其是家电品牌的通路随时在变
化。传统电商的家电类产品的主战
场在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开拓有
限。以前，品牌都是随着商超和专
营店下沉，随着三线及以下城市居
民消费力的持续增强，品牌商家愈
发重视下沉用户，拼多多则在品牌
下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QuestMobile最新发布的“下
沉市场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3月
底，移动互联网三线及以下城市的
用户规模达6.18亿，存在巨大的人
口红利。拼多多下沉市场增量月活
用户同比净增5880万，继续大幅领
跑电商行业，新增用户大于行业整
体净增规模，是淘宝的2.33倍。

除下沉增量市场外，达达还谈
到了拼多多年轻用户群体的品牌倾
向。据极光大数据显示，拼多多是
年轻群体占比最大的互联网应用之
一，95后、00用户占比达43%，规模
超过1.6亿。

“在年轻群体和下沉市场中，拼
多多拥有最适合强化品牌认知和消
费潜力的人群。我们相信，随着平
台持续高速发展，拼多多有能力改
变某些行业的格局。”达达表示。

截至2019年3月底，拼多多已经
拥有超过4.3亿年活跃买家和2.9亿
月活跃用户，平台也相继扶持孵化
了一批新品牌。对此，达达表示，每
一次零售渠道的变迁，都会出现一
批新品牌，相信随着新电商的崛起，
也会涌现出老品牌的新品类、老品
类的新品牌。

虽然按用户数计算，拼多多已
经是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但达达
认为，拼多多依旧处于发展的初级
阶段，未来会成为年交易额几万亿
的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战略会上，拼多多和格兰仕团队就深度战略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开放性的提议。

QuestMobile最新数据显示，拼多多、淘宝、闲鱼分列移动购物APP下沉市场月活
用户增量前三，拼多多增量规模维持大幅领先。

再次缩量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高，尾盘走弱。你怎么看？
答：受外围市场影响两市低开，

不过随后市场人气被稀土板块带动，
午后保险、农业股一度带动指数走强，
但受限于成交萎缩，尾盘一小时股指
再次回落。截至收盘，两市涨停67
只，无一只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深
股指继续收于5日均线之上，但两市
成交环比萎缩超10%；60分钟图显示，沪
指最强仍收于5小时、60小时均线之上，
但深成指却双双失守，不过两市60分钟
MACD白线回到零轴之上，显示短期仍保
持在强势区域；从形态来看，周三早盘
未跌破周二低点，且盘中缺口被回补，
但随后的回升并未得到成交的配合，这
让周四市场重新来到一个方向选择节
点，后市只需关注2887点的得失。期
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
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
综合来看，市场在消息面没有明朗前，向
上突破的概率不大，短期股指面临2950
点压力，操作上不宜过于激进。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4.62元卖出
六国化工40万股。目前持有南玻A
（000012）30万股，大冶特钢（000708）4
万股，鄂尔多斯（600295）6.5万股，华工
科 技（000988）6 万 股 ，天 邑 股 份
（300504）3.8万股，东方锆业（002167）
10万股。资金余额5181212.36元，总
净值10139732.36元，盈利4969.87%。

周四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特
钢、鄂尔多斯、天邑股份拟持股待涨，
华工科技、东方锆业表现低于预期，拟
择机高抛，另拟择机买入近期跌幅较
大，有摘帽及朦胧稀土题材的ST昌九
（600228）不超10%仓位。 胡佳杰

白｜杰｜品｜股聚焦茅台股东大会：
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李保芳回应多个焦点问题
5月5日，茅台集团宣布设立营销公司，

被质疑“侵占上市公司权益”；
5月7日，茅台遭上交所问询；
5月22日，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
多重热点加身，茅台迎来了最受关注的

一次股东大会。
5月29日，贵州茅台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召开，本次大会
参会人数超过2000人，创下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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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股东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