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力电器混改落定。
12月2日晚间，格力电器
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格
力集团与最终受让方珠海
明骏已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珠海明骏以46.17
元/股的价格受让格力集
团持有的格力电器9.02亿
股（占格力电器总股本的
15%），合计转让价款为
416.62亿元。值得一提的
是，本次权益变动后，格力
电器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受上述消
息影响，3日格力电器A股
高开3.97%，截至收盘报
60.80元/股，上涨5.35%，
市值为365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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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冷宏伟

如何确保住房租赁企业诚信经营？

成都将实行信用评级 失信企业将暂停租赁业务

格力电器“易主”资本大佬砸416亿入主
本次交易完成后，格力电器将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转让9.02亿股份
格力集团持股
降至3.22%

2日晚间，格力电器大额股
权转让事项终于落下帷幕。格
力电器在停牌一天后，于2日晚
间发布权益变动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格力集团与珠海明骏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珠海
明骏以46.17元/股的价格受让
格力集团持有的约9.02亿股格
力电器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15%，合计转让价款为416.62
亿元。

据格力电器今年三季报，
截至9月末，在公司前十大股东
中，格力集团持股18.22%，为第
一大股东。此外，董明珠持股
0.74%，为第七大股东；高瓴资
本 持 股 0.72% ，为 第 八 大 股
东。本次权益变动后，除深港
通（陆股通）外的两大股东珠海
明骏和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15%和
8.91%，而公司原控股股东格力
集团持股比例降至3.22%。考
虑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董事
会席位安排，格力电器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将无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资料显示，珠海明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7年5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珠海贤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背后实际操盘者
是高瓴资本。根据公告，珠海
高瓴等一致同意，在本次交易
完成交割后，推进格力电器层
面给予管理层实体认可的管理
层和骨干员工总额不超过4%
格力电器股份的股权激励计
划。

格力电器表示，本次股份
转让系珠海市国资委稳妥有序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优化
治理结构，推动格力电器稳定
快速发展而提出的战略安排。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珠海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珠海市人民政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主管部门
的批准或确认。

格力电器管理层
在珠海明骏占据

一定地位

记者注意到，格力混改最
早始于今年4月1日，当时格力

集团计划转让其所持有的格力
电器15%股权。

8 月 12 日，格力集团函告
格力电器，珠海国资委已原则
同意本次格力电器国有股权
转让项目公开征集受让方方
案。根据方案，格力集团此次
转让所持格力电器 9 亿股，占
后者总股本的 15%，意向受让
方需缴纳63亿元作为保证金，
股份转让价格不低于44.17元/
股，即转让总金额不低于 398
亿元。

10月28日，格力电器发布
公告称，格力集团当天函告公
司，经评审委员会对参与本次
公开征集的两家意向受让方进
行综合评审，确定珠海明骏为
最终受让方。

11月11日晚，格力电器公告
称，格力集团当日函告公司，鉴
于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尚有未
尽事宜，珠海明骏和格力集团
仍在继续协商，双方同意将股
份转让协议的计划签约日期延
后。

股权转让签约突然推迟顿
时让外界大感意外，很多人认
为这是因为受让方未获董明珠
等格力电器管理层认可。

一直以来，董明珠在格力

电器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今年 1 月，董明珠成功连
任格力电器董事长。9 月 26
日，格力电器管理层投资设立
了珠海格臻，由董明珠控股
95.2%，格力电器另外 17 位高
管合共参股 4.8%。根据格力
电器方面的披露，珠海毓秀是
珠海贤盈的普通合伙人，而珠
海贤盈为珠海明骏的普通合
伙人。其中的股权穿透较为
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董明珠
与格力电器管理层在珠海明
骏的治理结构中也占据了一
定地位。

上周，董明珠在广州举行
的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
年会上演讲时表示，格力电器
现在进行改制，“我们想变成一
个真正市场化、法制化、制度化
的公司。”董明珠还说，这次格
力集团转让所持格力电器15%
的股权，是一次让中国企业性
质改变的重要实践，目的是找
到一个真正好的公司治理模
式。

目前，格力已经迎来了新
的企业治理结构、新的管理层
激励方案，在未来，高瓴能否在
业务层面发挥一定作用？我们
拭目以待。

住房租赁企业是否诚
信，不仅是租房当事人信
任感和安全感的来源，也
是住房租赁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关键。为了加强住
房租赁行业的管理，成都
市近日出台新政，将为住
房租赁企业实行信用评
级。

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
获悉，成都市住建局日前
出台了《成都市住房租赁
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其中就提出，成
都市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将
对住房租赁企业进行住房
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
包括对其信用信息进行量
化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
实施差异化管理。

■天府早报记者郝淑霞

何为信用信息？
由三部分构成

所谓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
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在开展
住房租赁经营活动中形成的能
够用以分析、评价其信用状况
的信息。

根据《办法》，信用信息由
基本信息、良好信用信息和不
良信用信息构成。

基本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
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主要经
营管理人员基本信息、股东构
成等信息；良好信用信息是指
住房租赁企业经营规模、经营
业绩、纳税情况等信息；不良信
用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在从
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中，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违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
原则开展经营行为的信息。

那么，信用信息具体如何
采集？

根据《办法》，信用信息的
采集方式为企业自主申报和住
建行政主管部门采集。

信用信息主要内容包括：
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等基本
信息；企业经营、纳税信息；受
到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其他
行政违法信息；生效的法院判
决、裁定、调解和执行信息；仲
裁裁决、调解信息；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件或者经有关行政部
门查证属实的材料；其他信息。

信用等级分为四等六级
D级为失信企业

《办法》提出，成都市住建
行政主管部门对信用信息进行
评价，评价结果包括信用档案、
信用得分、信用等级和监管状
态。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评价采
用对其基本信息、良好信用信
息和不良信用信息量化打分的
方式进行。信用信息采用加减

累积分制计算，信用评价满分
为100分。信用信息评价得分
＝基本信息分＋良好信用信息
分－不良信用信息分，得分低
于0分按0分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等级分
为四等六级，分别为 A＋＋、
A＋、A、B、C、D，A＋＋级为信
用优秀企业；A＋级为信用良
好企业；A级企业为信用较好
企业；B级为信用一般企业；C
级为信用较差企业；D级为失
信企业。成都市住建行政主管
部门适时发布等级评定标准。

住房租赁企业监管状态分
别为守信激励、正常监管、重点
监管、失信惩戒。信用等级B
级及以上企业监管状态为正常
监管，C级、D级企业监管状态为
重点监管。A＋＋、A＋为守信
激励对象，D级企业为失信惩戒
对象。

此外，根据《办法》，住房租
赁企业信用信息评价结果通过成
都市住建领域统一信用信息公示
平台及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

平台发布，供社会公众查询。

D级企业将予以失信惩戒
暂停租赁所有业务

根据《办法》，纳入住房租
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且信用
等级为B级（含B级）以上的企
业可参与成都市政府购买服
务，享受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

对信用等级为C级的住房

租赁企业，实行对企业负责人

及直接责任人开展约谈、限制

批量网上签约备案权限、加大执

法检查频次等重点监管措施。

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住房

租赁企业，给予暂停受理住房

租赁网签备案等住房租赁相关

所有业务、纳入联合惩戒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等失信惩戒。
此外，《办法》还明确，成都

市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将建立住
房租赁企业失信联合惩戒名
单，并与市级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司法机关和具有公共事务
管理职能的组织实现信息共享。

名 | 词 | 解 | 释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

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在开展住
房租赁经营活动中形成的能
够用以分析、评价其信用状况
的信息。

信用信息由基本信息、良
好信用信息和不良信用信息
构成。

信用等级分六级
■A＋＋级为信用优秀企业

■A＋级为信用良好企业

■A级企业为信用较好企业

■B级为信用一般企业

■C级为信用较差企业

■D级为失信企业

信用等级为 B级（含 B
级）以上：可参与成都市政府
购买服务，享受政府补贴等优
惠政策。

信用等级为C级：实行对
企业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开
展约谈、限制批量网上签约备
案权限、加大执法检查频次等
重点监管措施。

信用等级为D级：给予暂
停受理住房租赁网签备案等
住房租赁相关所有业务、纳入
联合惩戒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等失信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