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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
会 4日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落下帷
幕。在近 6 个小时里，伯克希尔－哈撒韦董
事会主席沃伦·巴菲特和他的投资搭档、公
司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回答了全球股东
提出的各种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的投
资领域。他们表示将大举进军能源领域，并
有可能在中国进行更大规模投资。

大举进军能源领域
近期，美国能源巨头动作频频。4 月 12

日，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宣布已签订约
束性协议，将以 330 亿美元收购美国阿纳达
科石油公司。4 月下旬，美国西方石油公司
宣布加入对阿纳达科的竞购，伯克希尔－哈
撒韦将向西方石油投资 100 亿美元，助力其
以 380亿美元收购阿纳达科。

阿纳达科拥有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和新
墨西哥州的二叠纪盆地页岩油气资产，二叠
纪盆地是美国页岩油气主产区之一。在股

东大会上，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
拥有大规模现金，一直在寻找好的投资机
会，他很看好二叠纪盆地页岩油气资源，这
是公司斥巨资帮助西方石油竞标的原因。

巴菲特还表示，对西方石油的支持不会
是他最后一次进行类似金融交易，他将在能
源领域投入大量资金。

或增加科技股投资
股东大会召开前夕，巴菲特表示，伯克

希尔－哈撒韦已买入亚马逊公司股票。亚
马逊是全球最大在线零售商，也是云计算的
主要参与者之一。

在股东大会上，有人质疑投资亚马逊是
否 违 背 伯 克 希 尔 － 哈 撒 韦 的 价 值 投 资 理
念。对此，巴菲特说，价值投资并不意味着
看重低市盈率，而是要综合考虑股票各项指
标。他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将继续投资
发展前景良好的公司，但不会贸然进军全新
领域，他不会亲自操刀“看不懂”的科技股投

资，可能会雇佣投资经理。
芒格表示，他和巴菲特都没有抓住互联

网发展机遇，未能更好识别并投资谷歌公
司，“这非常遗憾”。巴菲特则表示，他支持
苹果公司的股票回购计划，因为这将增加伯
克希尔－哈撒韦的持股价值。

加大中国市场投资
巴菲特一直关注中国市场，并在多个场

合表示看好中国机遇。他重仓持股中国汽
车品牌比亚迪，同时还投资了中石油。

巴菲特在本次股东大会前接受采访时表
示，过去几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令人难以
置信，这些变化将继续，中国经济也会继续
增长。

在股东大会上，中国依旧是热门话题之
一。在回答股东提问时，巴菲特表示，中国
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喜欢大市场”。他
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已在中国投入很
多，但仍然不够。未来 15 年内，公司可能会

在中国市场进行更大规模投资。芒格也表
示，公司将在中国投入更多。

继任者仍存疑云
眼下，巴菲特年近 89 岁，芒格已 95 岁。

很多人猜测，这可能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共
同主持股东大会。伯克希尔－哈撒韦接班
人问题备受关注，也是每年股东大会的热门
话题。今年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和芒格依旧
选择回避这一问题，继任者仍是未知数。

外界猜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两位新
晋董事会副主席格雷格·阿贝尔和阿吉特·
贾殷是最有可能接替巴菲特的人选。今年
股东大会上，阿贝尔和贾殷被巴菲特点名回
答了不少问题。

有股东问，未来是否将邀请这两位副主席
一起上台共同主持股东大会。巴菲特表示，这
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他依旧没有明确回
答接班人问题。巴菲特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退休计划。 据新华社电

日本亿万富豪前泽友作在社交媒体
宣布，将出售多件高价艺术品。他是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计划送入
太空的首名旅客。

前泽 4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宣
布上述消息。网友问及出售艺术品是
否因为他已经破产，他回答，“是的，我
从来不富有，因为我总是花钱”。他在
文字后面附加笑脸表情。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6 日报道，前泽
的笑脸表情意味他不可能破产，但他的
财富的确大不如前。报道说，过去一年
间，前泽的财富缩水 7 亿美元。他本人
从美国《福布斯》杂志日本富豪榜的第
18 位跌落至第 22 位，净值大约 20 亿美
元。

前泽友作是艺术品拍卖行的常客。
2017年 5月，他在美国纽约以 1.1亿美元
买入美国当代艺术家让·米切尔·巴斯
奎特的一幅罕见画作。这一成交价不
仅打破巴斯奎特作品的最高成交纪录，

也创下美国艺术家拍卖出售作品的最
高纪录。它还是首幅进军“一亿美元俱
乐部”的 1980年以后创作作品。

他 2016 年以 5730 万美元拍得巴斯
奎特的另一幅作品。

石英财经网站报道，前泽友作这次
打算出售的艺术品价值数以百万计美
元。这些藏品定于 5 月 16 日在位于纽
约的苏富比拍卖行拍卖。

前泽去年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眼球，
但不是因为艺术品。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去年 9月说，前泽将成为其首名太空
旅客。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说，前泽将搭乘
这家企业的“大猎鹰”火箭前往月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时报道，

“大猎鹰”火箭仍在研制阶段；这趟绕月
旅行可能在 2023年成行。

前泽打算邀请 6 至 8 名艺术家免费
同行。这趟旅行的费用细节没有披露。

新华社特稿

法国首都巴黎一家刑事法院 6日开庭审理
10年前“法国电信公司员工自杀潮”诉讼，这家
现已更名的企业以及 7名前任或现任高级管理
人员、包括前董事长迪迪埃·隆巴尔德作为被
告，受到“合谋”“精神骚扰”指控。

诉讼涉及 2008 年至 2009 年 35 名法国电信
员工陆续自杀。检察机关 6年多前对这家法国
最大电信运营商和隆巴尔德提出“精神骚扰”
指控。

控告一家大型企业“制度化精神骚扰”员
工，在法国司法界属首例，这一罪名对应的个
人最高刑罚是一年监禁和 1.5 万欧元罚款，对
企业可以罚款 7.5万欧元。

法国电信 1990年创建时是国有企业，2004
年接受私有化改制，大批员工下岗，2013年改名
为橙公司（Orange）。隆巴尔德 2005年出任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检方指认这家企业和隆巴尔

德采取频繁调动员工岗位等手段，有意“营造容
易诱发焦虑的职业氛围……意在扰乱员工情
绪、以诱导对方主动离职”，导致将近 40名员工
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自杀身亡、自杀未遂或严
重抑郁。最早几个案例中，2008年 7月，一名 51
岁男性技术员自杀，遗书中指认上司搞“恐怖管
理”；两个月后，一名 32岁女性员工当着同事们
的面，从巴黎办公室窗户一跃而下……

“自杀潮”期间，舆论指责隆巴尔德针对员
工自杀的言论“极端无情”，迫使他 2010年辞去
首席执行官职务，次年辞任董事长。他否认有
罪，辩称员工自杀事件彼此之间没有关联、无关
企业裁员计划。隆巴尔德当年的副手路易－皮
埃尔·韦宁、时任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奥利维耶·
巴伯罗和另外 4名管理人员涉嫌配合企业和隆
巴尔德对员工“精神骚扰”，受到“合谋罪”指
控。审理预期持续两个多月。 新华社特稿

法国巴黎第 19区一警察分局 5日关
门，原因竟是跳蚤太多，咬得警察受不
了。

位于巴黎东北部的这个警察分局 5
日在大门贴出告示：“警察局关闭，恢复
时间待通知！”

警察工会通过社交网站说明了警察
局的关门原因——跳蚤“让工作条件无

法忍受！！！”。
法新社报道，这一警察分局三周前

开始闹跳蚤，虽然设法灭虫，但未见效
果。跳蚤把警察们咬得奇痒无比，难受
得“抓狂”，还跟着警察“回家”，殃及警
察家属。

警察工会要求警察局采取彻底除虫
措施。 新华社特稿

巴菲特未来投资看好中国市场

首名太空旅客财富缩水

法国电信巨头因员工“自杀潮”受审

跳蚤入侵 巴黎一警察局关门

5 月 5 日 ，在
澳大利亚科莱克
特，小朋友在南瓜
稻草人旁玩耍。
5 月 5 日，在距离
澳大利亚首都堪
培拉半小时车程
的科莱克特村，一
年一度的南瓜节
让人们感受乡间
的快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