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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大事记】 

1989 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

主席。 

1990 年，在北京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任职。 

1992 年至 1994 年，出任北京大学生物城筹备小

组办公室主任。 

1993 年，创办北京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1998-2000 年，明天系先后参股和控制了华资实

业等六家大陆上市公司。 

1999 年，明天控股成立。 

2011 年至 2017 年初，在香港遥控整个明天系生

意。 



-3- 

 

 

2017 年 1 月 27 日凌晨 1 时，在香港四季酒店房

间被带走。 

2017 年 1 月 31 日，在微信连发两条声明称，“正

在国外养病，目前一切安好” 

2017 年 2 月 1 日，在香港《明报》头版刊登内容

与微信声明相同的“再次声明”。 

2018 年，《金融时报》指肖被扣留在上海，配合

当局出售“明天系”所持有的投资。 

2019 年，被视为明天系核心成员的包商银行，被

中国政府接管。 

2020 年 1 月，《苹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肖建华仍然在生，曾一度在上海逗留，又被送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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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7 日，隶属于肖建华明天系的九家

金融机构被习近平当局接管。 

 

【肖建华 3 万亿金融帝国发展轨迹】 

1，1993 年，肖建华创办北京北大明天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北大资源集团拥有 20%股权) 

1996 年 9 月后肖创办了北京海峡恒业、北京惠德

天地科贸、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公司； 

然后以这些公司为投资主体，在妻子周虹文老家

包头，成立了 3 家公司。 

 

2，1998 年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明天系先后参股

和控制了华资实业、明天科技 (上交所：6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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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商集团、爱使股份、西水股份  (上交所：

600291)、ST 冰熊等 6 家上市公司，运用资金约

为 5亿元。[6][8] 其中，明天控股仅直接拥有 0.5%

爱使股份股权(2000 年年底数据)，关联公司天天

科技、同达网络，各拥有 3.24%及 1.76%，使明

天系拥有 5.7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

大港油田集团拥有5.01%)，[9] 同年9月股东大会, 

明天系得到出席股东(占 20%股本), 大比数通过(超

过 99%)任命 7 位人士进入董事会，在 13 人的董

事会拥有过半数。而该 7 位人士都与明天系关：

萧建华夫妇、程景泰(明天高软科技董事长)、刘鸿

雁(明天控股集团职员)、郭锐(明天控股集团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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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惠(明天控股集团、天天科技职员)及后来的爱

使股份董事长、明天控股副董事长邓景顺。[10] 

1999 年 9 月明天控股成立，法人代表为周虹文，

初始股东为北京惠德天地及萧建华周虹文夫妇、

周雪天、张秀英 4 个自然人。11 月，北京同达志

远网络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刘祥、王

爱良、郭锐、周雪天 4 人。2000 年 3 月北京海峡

恒业出资与刘祥、雷宪红、张立燕共同成立天天

科技有限公司。明天系公司不断与上市公司组建

合资公司，将大量上市公司资产转移到其控制的

公司。[6] 

 



-7- 

 

 

3，2000 年以后明天系利用增资扩股和国有股权

转让的机会，收购长财证券、新时代证券，并成

为恒泰证券的第一大股东。后来明天系又成了新

时代证券的大股东。[11] 

2007 年 12 月 28 日，太平洋证券上市，明天系也

有参与操作。后来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12]被

双规，事件被揭发。萧建华出国，明天系也逐步

转让部分持股公司的股份。[13] 例如明天科技与

西水股份的股权被正元投资收购，而正元投资则

由北大青鸟集团的一间孙公司拥有 30%作为大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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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2 年 6 月 19 日晚间，明天科技与西水股份

同时发出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变更

为肖卫华(明天控股大股东)。[15] 明天控股透过收

购济南盛讯商贸与捷信泰贸易(北京)所持有的 36%

正元投资股权，重新控制明天科技与西水股份，

[16]而同年(或 2013 年)北大青鸟集团则出售其 30%

正元投资股权。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正元投资，截至2015年年底由明天控股拥有36%、

深圳泰富邦宁贸易拥有 33%、重庆开泰商务咨询

拥有 31%；明天控股由萧建华的堂弟萧卫华拥有

29%股权（2015 年从王玲芬接收 12%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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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系 3 万亿金融帝国被习王肢解】 

2020 年 7 月 17 日，隶属于肖建华明天系的九家

金融机构被习近平当局接管。这是自 2019 年 5 月

官方接管明天系最核心金融资产——哈尔滨银行、

包商银行之后的第二轮大动作。 

 

明天系掌控了 44 家金融机构，目前被官方接管的

不到 20 家。但其掌控的约 3 万亿人民币的核心金

融资产已被习近平当局接管。 

 

为何第二轮接管被拖到两年之后？最奇特的是，7

月 18 日明天系还发声明，谴责官方的接管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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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似财经新闻的背后，却是中共高层内斗的

政治黑幕。 

 

2017 年 1 月，被称为江泽民派系「捞钱白手套」

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被习近平、王岐山手下

的国安绑架回大陆，至今已有三年半没有露面了。

有消息称，他被关在上海的家中，正配合有关部

门出售明天系资产。 

 

2018 年 6 月英国《金融时报》指，肖建华被扣留

在上海，并与当局合作，出售明天系资产，预期

资产处理过程将持续逾三年。也就是说，要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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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明天系，要到 2021 年之后了。因除金融机构，

明天系帝国还有很多实业资产。 

 

7 月 17 日下午 5 时，中共银保监会发布公告称，

明天系的六家保险信托公司被接管。它们是四家

保险公司及两家信托公司——天安财产保险、华

夏人寿保险、天安人寿保险、易安财产保险和新

时代信托等。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他们「触犯了

相关法律」，银保监会将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起

至2021年7月16日止对上述六家机构实施接管。 

 

同一天，中共证监会也委托三家机构托管明天系

旗下的三家证券公司——新时代证券、国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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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盛期货。公告说，「鉴于上述公司隐瞒实际

控制人或持股比例，证监会决定自 7 月 17 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实行接管。」 

 

这九家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超过1.2万亿元，其中，

三家保险公司是「明天系」后期融资的主体，资

产规模和股东占款规模也最大。 

 

而两年半前，官方已经对明天系的金融机构进行

第一次接管。 

 

明天系控股的金融资产中，最值钱的旗舰银行当

属哈尔滨银行及包商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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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已分别突破 5342 亿元及 5608 亿元，

规模在全国城商行中居于较前位置；2019 年 5 月，

这两家银行被官方接管。 

 

这两家银行控股的旗舰保险公司为华夏人寿及天

安财险，各自的总资产超过 4000 亿元及 3000 亿

元，在全国险资公司中属中上水平；其控股的旗

舰信托新时代信托，总资产（含信托资产）近

3600 亿元，在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中相对靠前；

其控股的旗舰证券为恒泰证券及新时代证券，不

过这两家在全国的券商中排序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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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家公司都在日前（7 月 17 日）的第二轮接管

中了。 

 

把这两次接管加起来，习近平阵营就接管了近 3

万亿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财新网报导指，这表明

在市场上呼风唤雨 20 余年的「明天系」的旗下核

心金融机构正式被接管。 

 

【肖建华掌控万亿资金 威胁习统治】 

据大陆媒体统计，截至 2017 年 6 月底，明天系已

控参股 44 家金融公司，涉足银行、证券、保险、

信托、基金等，覆盖金融业全部牌照，其控参股

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更高达 3 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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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融机构，明天系还控参股了明天科技、华

资实业、西水股份、爱使股份、鲁银投资等十多

家上市公司。 

 

有消息说，北京当局带走肖建华，是因为其控制

的明天系所累积的风险足以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

肖建华被指与江派权贵勾结，发动「金融政变」，

2015 年中国股灾，就是江派指使肖建华干的。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时，温家宝拿出 4 万亿来救

市，结果对中国经济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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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利用肖建华掌控的 3 万亿金融资金，不但能在

2015 年搞出股灾，还可以搞出更多的金融政变，

令习近平下台。 

 

据大陆媒体报导，除了涉嫌股灾金融政变，肖建

华还被指控涉及「经济犯罪」，以及洗钱、贪污

等罪名。 

 

习近平在 2012 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立誓严惩

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肖建华被贴上了

「老虎的白手套」的标签而首先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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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江派也不断把肖建华与习近平的家

人挂上钩。据《纽约时报》报导称，肖建华「利

用明天集团帮助喜欢躲在暗处的政治精英和中国

富人做生意。他帮助习近平的姐姐做成了几笔交

易，还帮助过贾庆林的女婿，贾庆林当时是中共

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 

 

不过据传习近平准备反腐时，习近平的母亲召开

了一次家庭会，要求习家所有家庭成员必须配合

习近平的反腐。于是习近平的姐姐按当初购买时

的价格，把投资公司贱卖给了肖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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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派反扑 明天系发声明挑战接管】 

明天系 9 家金融公司被接管的第二天，7 月 18 日，

明天控股集团公开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所

谓「恶意诋毁」进行「反击」。 

 

声明称，监管机构夸大集团风险，质疑监管部门

高调接管公司「目的究竟是什么」？在大陆，这

样公开反击监管层的做法十分罕见，声明发出几

小时后便被删除。不过，有关声明的英文报导由

《连线》（The Wire）发表出来了。 

 

综合海外及港台媒体消息，明天系在 18 日的声明

中表示，该公司一直在积极进行资产处置，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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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突然接管，扰乱他们的工作。明天系旗下

的公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也没有投资者集体抗

议的行动。 

 

声明称监管机构夸大了集团风险，试图令集团

「触发接管条件」，质疑背后有权钱交易，并举

例集团帐户上有近 20 亿元人民币资金，多次申请

用于兑付购买了新时代信托理财产品的公众投资

者，却多次被监管层拒绝。 

 

声明表示明天系旗下的每一个机构都在按照严格

的法规进行着正常的管理，但现在，（监管机构）

高调宣布接管这些企业，「目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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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系在声明中还说，创办人肖建华 2017 年初

「被返回大陆」后，全力配合当局调查。过去三

年半来，该公司已经出售了国内外资产数千亿元，

并从公司基金中拿出 3000 亿元给天安财产保险，

用于支付本金和利息。 

 

而近年监管部门进驻明天控股各机构进行「贴身

监管」，不允许相关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甚至员

工正常进出也不获准，早已剥夺机构的经营自主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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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坎坷路，信念依旧在”，声明还说，「我们亦

相信，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明天集团会得到

公平公正、守信重诺的结果。」 

 

习近平接管肖建华控制的 3 万亿金融机构，等于

是对江派、特别是曾庆红家族在大陆掌控的资产

「进行了抄家」，把江派过去 20 年偷盗的资产夺

回去了。 

 

于是，恼羞成怒的江派利用明天控股集团进行反

扑，不过习近平掌控的社交媒体很快把明天系的

声明给删除了。但江派却早就利用掌控的英文媒

体，把声明传播到全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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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此时习近平又与江泽民派系干上了，

两派交锋，充满了刀光剑影。 

 

【肖建华是江系白手套，涉三宗罪】 

2018 年 9 月，香港《南华早报》报导指，肖建华

案将在上海开始审理，肖建华或被指控涉「操纵

股票和期货市场」和「代表机构行贿」罪。 

 

实际上，肖建华的问题比上述两罪还严重。他是

江泽民集团财富最大的管家、前国家副主席曾庆

红之子曾伟的「白手套」。至少涉有充当「政要

白手套」、「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等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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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罪。而肖建华被押回大陆后，也一直在积极

招供以换取从轻处罚。 

 

2019 年 2 月 1 日，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说，习

近平、王岐山在十九大前搞“封口行动”，是肖建华

出事的三大原因之一，也是过去两年众多中国富

豪出事的原因。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肖建华第一宗罪涉及

曾试图拉拢习近平的小舅子彭磊“埋堆”。（拉下水，

或拉到一个圈子里）。习近平得知消息后大怒，

因为肖建华，习决心严打这些权利掮客，并借此

敲打肖建华为之服务的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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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第二宗罪涉嫌“财阀干政”。自江泽民时代开

始，中国富豪在政坛渐成气候，他们与权贵互为

利用，介入或干预地方甚至中央政务或人事安排

等。而肖如何“干政”暂时未知，但他被拿下显然与

此有关。 

 

报导称，中共十九大前被当局“封口”者，还有安邦

前董事长吴小晖、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阿里巴巴主席马云

等；这些富豪所拥财富的背后，都有中共权贵政

要家人的身影。 

后几位被“谈话”后表态站队，坚决配合中央，转趋

低调，故获当局赦免追究，马云则选择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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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第三宗罪是涉 2015 年股灾。北京当局视事

件为“金融政变”，是党内倒习势力的阴谋。当时肖

手握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的调度实力，当局认定

他与股灾有关，拟以“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罪名起

诉肖，即源于此。 

法媒此前引述评论称，肖建华被抓回大陆，不排

除是习近平阵营的反击。肖建华被指与曾庆红的

儿子曾伟、梁光烈的儿子梁军、戴相龙的女婿车

峰、前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女婿李伯潭等中

共红二代关系相当密切，是江曾家族的白手套。 

据报导，肖建华也承认通过身边的人，他结识了

不少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并曾与他们一起投资。



-26- 

 

 

肖建华有句口头禅:“每个人都有价码，北京每个太

子党都有价码。” 

港媒消息称，肖建华案已被定为中南海头号要案，

肖已经供出与多名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等权贵家族

关系。而习近平很可能正在以肖建华做人质用来

打击政敌。 

 

香港《苹果日报》2020 年 1 月 27 日引述消息人

士披露，肖建华目前依然在世，但患有严重的慢

性疾病。他的妻子目前应该在加拿大，但中南海

暂时不清楚是否要对肖建华问责，还没有开始进

一步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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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明天系被接管，让人联想到命运

类似的安邦集团。 2018 年 2 月 23 日，安邦被银

保监会接管。 2019 年 7 月，由新成立的大家保险

集团受让安邦股权。有邓小平外甥女婿身分的安

邦集团掌门人吴小晖没能躲过牢狱之灾，被判刑

18 年，安邦最终也走入历史。 

 

不过也有分析说，拿吴小晖开刀，是做给肖建华

看的。如今肖建华主动交代，并积极出售明天系

物业，估计交换条件就是官方不再起诉肖建华。 

 

消息透露，肖建华被抓后已「全盘招供」，供出

包括前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内的大批金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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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肖被视为江派高层最重要的钱袋子「管

家」，北京评估其经手的资产多达 2 万亿元。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保险资金，与项俊波密切相关。 

 

【不是金融天才 只是善于搞权钱交易】 

不知道中共内幕的人，往往把肖建华称为「金融

天才」。如果只看他取得的成就，而不管他是通

过何种肮脏交易而达成的目的，肖建华的确是中

国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曾自豪地说，「接下来 10

多年我肖建华都会是新闻关注的人物」，可惜到

后来，人们不再关心他所取得的成就，而只关心

他的犯罪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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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1 月 13 日，肖建华出生于山东肥城市安

驾庄镇南夏辉村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家里兄弟姐

妹共六个孩子。从小肖建华就非常聪明，喜欢读

书，什么书都读。他 15 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8 岁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27 岁成为上市公

司华资实业的总经理，30 岁掌控四家上市公司，

到 46 岁被抓时，他曾经染指的公司有近百家之多。 

 

到 2016 年，明天系庞大的产业散布于北京、上海、

山东、内蒙古、广东、海南、云南等境内多个地

区，以及香港、台湾等境外市场。明天集团人力

资源部在内部文件中，以集团总部各部门、集团

各平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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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媒体经常把肖建华的失败归咎于国家的金融

改革，把其成功归功于他的天才，其实这是一种

错误分析。 

 

业内人士分析说，「明天系的崛起周期正是计画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当时市场其他参与

主体信息闭塞，对新生事物的本质和特性不够了

解，而明天系却因为丰富的人脉资源与信息，准

确地把握了市场，踩准了节点，继而顺势而上。

不过，本想打造中国版 JP.Morgan 的肖建华，最

后还是在盘根错节的金控体系与大刀阔斧的金融

改革中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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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金融去杠杆的利剑出鞘，肖建华的头

衔可能还是『金融天才』。」 

 

【肖建华赚钱黑幕 私有化国企蛇吞象】 

以肖建华在妻子的家乡内蒙古包头的发家史为例。 

 

据《新京报》披露，1998 年 12 月，以包头糖厂

为基础建立的「草原糖业」发起成立「华资实业」

并在上交所上市，募集资金 2.89 亿元。 27 岁的

肖建华前后出资近 1 亿元，其旗下的包头创业和

包头北普分别成为华资实业第二和第三大股东，

肖建华本人成为华资实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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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司上市不到半年，1999 年 8 月，华资实

业董事长邢德刚「就被免职了」，由肖建华代理

行使董事长职权。 2000 年 5 月，肖建华辞职，但

仍然正式从股权上取得对华资实业的控制权。 

 

2013 年 7 月，华资实业公告称，为了调整草原糖

业及华资实业资产结构和内部资源的整合，包头

市国资委向潍坊创科转让草原糖业 100％国有股

权，本来价值几十亿的资产，交易价格却只有 11

亿元。潍坊创科也是明天系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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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抓此事的是包头市副市长张继平已被判刑

13 年。根据 2017 年 7 月公布的判决书显示，张

继平曾在多家国企改制实施过程中受贿，且曾收

受肖建华旗下明天科技高管的贿赂。 

 

也就是说，肖建华参与运作地方国企上市，上市

后逐步拿下控制权，然后行贿国资委的人，让他

们把国有资产贱卖给肖建华的私人公司。 

 

再比如肖建华的西水股份，收购过程长达 5 年。

直到 2006 年，西水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从乌海市国

资公司变更为明天控股，法定代表人为肖建华的

弟弟肖卫华，肖建华妹妹肖永红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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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导，肖建华和明天系集团公司

的背后，牵涉众多中共顶级权贵家族。如肖建华

与曾庆红之子曾伟、中共前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女

婿车峰、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多名江派「太子

党」关系密切。 

 

肖建华侵吞国有资产，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肖建

华帮曾伟，以 30 多亿元人民币鲸吞资产 738 亿人

民币的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 

 

 



-35- 

 

 

据《纽时》2014 年 6 月的报导，2006 年出资购

买大型国有企业山东鲁能的几家公司都属肖建华

名下。也就是说，肖建华是这个争议极大的收购

案出资人，肖建华是曾伟捞黑钱的前台白手套。 

 

【习从抓江泽民到保党妥协 再到接管】 

肖建华 2017 年被抓，直到 2019 年习近平政权才

接管了肖建华的两个银行。而又等了两年，直到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才把肖建华手中的 3 万亿金

融资产接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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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拖这么久？莫非遇到重重阻力？的确如此。

江泽民派系人马，特别是曾庆红，一直阻挠官方

接管明天系。 

 

《大纪元》旗下的新纪元出版社，从 2012 年习近

平上台以来，出版了 70 多本爆光中南海内斗的

《中国大变动》系列丛书，其中就有讲述肖建华

充当江派白手套的故事。 

 

肖建华被称为中国头号大鳄，暗中扶持他、并帮

他疏通国资委的人贱卖国有资产的，就是江派那

些「中央首长」。由于江泽民是中共贪腐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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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教练」，江提出的「闷声发大财」，成了中共

贪官们一致奉行的贪腐准则。 

 

为了出逃方便，肖建华早就给自己在海外留了后

路。他是加拿大公民，还是中美洲岛国安提瓜与

巴布达的巡回大使，享有外交豁免权。肖建华还

拥有香港居留权，以及加拿大、安提瓜与巴布达

的两重国籍。严格的说，肖建华早就不是中国人

了。 

 

2017 年中共 19 大召开时，习近平为了收回金融

系统，在中国新年前夕从香港四季酒店抓回了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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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并以这张牌来压制江派。当时双方为了 19

大常委人选而激烈争夺。 

 

等到 2017 年 10 月中共 19 大召开，人们看到习近

平的妥协让步结果：王岐山没能进到政治局常委，

后来弄个副主席，也是没有实权。而江派的王沪

宁、韩正、赵乐际却占了7个常委中的3个席位。

习近平打虎打来打去，也没有改变第二届政治局

的格局：江派依旧占据 3 席，习近平的决定还要

受制于江派。 

 

那时，习近平为了保党，不想与江派搞得鱼死网

破，于是习与江派达成了停战协议。后来人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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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习近平搞「习核心」，搞「定于一尊」，搞

主席连任等，江派常委都表示支持。 

 

不过，习江这种临时性的结盟是非常不稳定的。 

3万亿资产随时可能会再次搞出股灾、金融灾难。

于是习阵营克服江派阻挠，在 2019 年 5 月开始对

明天系进行第一次接管。 

 

2020 年，疫情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没钱困境

下，习阵营再次强行接管明天系金融资产，这等

于习近平抄了曾庆红的家。习江已经闹翻脸了，

接下来，习江斗会有更多事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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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https://www.epochweekly.com/b5/674/20916.htm 

https://www.ntdtv.com/gb/2019/02/01/a102502085.html 

 

【50 多个私生子，每晚“翻牌”选女伴】 

据港媒星岛日报 2017 年 3 月 17 日报道，全国政

协常委星岛集团主席何柱国称，不少人听闻肖建

华有很多子女，“实际上大约 53、56 个”。他更进

一步透露，肖建华每晚〝翻牌〞选择女伴，而牌

子后面写有女士的排卵期，令肖可以按排卵期择

女伴行房。何柱国说，肖不选美女，但会拣选名

校毕业、高材生，希望将良好基因传给下一代。 

何柱国大爆第一次与肖建华见面时，对方透露自

己是靠卖计算机发迹。何柱国称，肖曾经做中间

https://www.ntdtv.com/gb/2019/02/01/a102502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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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中共军方售卖计算机，但最后并未出售计算

机给军方，而是将计算机在街外散货，之后又讹

称自己父母是上将、少将。 

 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的生活状况一直神

秘莫测。2017 年 1 月，有知情者向港媒披露，肖

建华从 2011 年开始就长期租住在四季汇，至少租

用了 5 个套房，情妇“马教授”曾在四季汇生下一个

女婴。另据《壹周刊》曾报导，香港财经界甚至

有传言，肖建华因太有钱，经常找不同的女人替

他生小孩。 

据《苹果日报》2017 年报导，有消息披露，1 月

27 日凌晨 3 时许，肖建华被 6 名大汉押离中环四

季汇，一同离开的还有肖的两名贴身女保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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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分乘坐两辆汽车离开，但至下午 3 时才离境

开香港。当中 12 小时行踪未明，有可能与人会面。 

有知情者称，肖建华早在 5 年多前已租用四季汇，

长期租住至少 5 个房间，如同秘密行宫。为免暴

露行踪，经常转房，并将自己的房间、办公室、

工人房等，分散不同楼层，连佣人都不知肖身在

哪个房间，相当神秘。 

另外，消息人士还披露，肖虽然足不出户，但不

时会有女性朋友到四季探访他，其中部分女性朋

友会携同小孩。她们中部分来自大陆，肖有时会

安排贴身保镖陪同她们游览香港。 

有消息人士向《苹果》称，肖当年安排一名祖籍

安徽的女伴来港生产，女伴诞下女婴后，住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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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汇 19 楼，女伴的母亲亦来港同住，女伴坐月期

间，又以月薪 2.4 万元聘请 24 小时陪月员。据说，

佣人都称呼该名 37 岁的女伴叫“马教授”。 

肖建华曾多次来探望“马教授”及女婴，但每次逗留

5分钟左右便走，亦甚少跟别人说话，平时亦会遣

人送来参茸海味。 

 

另据《壹周刊》1243期曾报导，有“最神秘的金融

巨鳄”称号的肖建华，事迹在香港财经界广为流传，

财经界甚至有传言，他因太有钱，经常找不同的

女人替他生小孩。一名圈中人指，“市场传闻他有

三十多个子女，每生一个，送五千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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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消息指，肖建华还分别透过香港及大陆

保安公司聘请了 4 女 1 男贴身保镖，当中两名女

保镖来自大陆，其余 3 名保镖来自香港。 

 

消息称，肖建华对这两名大陆女保镖特别信任，

无论身处何地，她们都会贴身跟随，还与肖建华

住同一间套房。若肖逗留四季房间不外出时，3名

香港保镖会驻守四季 4、5 楼的餐厅楼层候命。 

 

此外，肖建华还聘用一名大陆管家，为他打点起

居饮食，但这名管家并非留宿四季，晚上下班后

会离开，而肖的妻子周虹文亦非经常居住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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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9 年 12 月 15 日文贵直播，肖建华当年

说了句话：“共产党让你为他办事，不仅是钱，关

键是女人”。所以肖建华把整个香港，还有中国的

夜总会，和中国的模特公司，都拢在背后给搭钱。 

 

 

为了满足某些特殊客户的特殊癖好，肖建华还派

人到处去找红黄蓝智慧女，“这些招对中国人是 99%

或是 100%灵，对外国人是 200%灵。你见过哪个

外国人不给搞一下子，被双修的不给修歪了、不

给修听话了？各个如此！”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317/897984.html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7/02/04/812341.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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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的著名并购案】 

1998 年 12 月，以包头糖厂为基础建立的「草原

糖业」发起成立「华资实业」并在上交所上市，

募集资金 2.89 亿元。 27 岁的肖建华前后出资近 1

亿元，其旗下的包头创业和包头北普分别成为华

资实业第二和第三大股东，肖建华本人成为华资

实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据《新京报》披露） 

 

2013 年 7 月，华资实业公告称，为了调整草原糖

业及华资实业资产结构和内部资源的整合，包头

市国资委向潍坊创科转让草原糖业 100％国有股

权，本来价值几十亿的资产，交易价格却只有 11

亿元。潍坊创科也是明天系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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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6：西水股份 – 其上市公司股权分臵（分

置）改革过程长达 5 年。直到 2006 年，西水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从乌海市国资公司变更为明天控股，

法定代表人为肖建华的弟弟肖卫华，肖建华妹妹

肖永红为公司董事 

 

2006 年：山东鲁能收购案。以 30 多亿元人民币

鲸吞资产 738 亿人民币的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

团。据《纽时》2014 年 6 月的报导，2006 年出

资购买大型国有企业山东鲁能的几家公司都属肖

建华名下。也就是说，肖建华是这个争议极大的

收购案出资人，肖建华是曾伟捞黑钱的前台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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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可以说，明天系是因山东鲁能收购案而被世

人关注的。 

 

2007 年：太平洋证券上市 2007 年太平洋证券的

上市标志着明天系的壮大，2007 年之前，明天系

主要通过政策盲点与市场投机获利，而随着太平

洋证券的上市，明天系转型为实业和金融的产融

结合体。当然，该公司在上市过程中的疑点也让

明天系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太平洋证券上市却

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太平洋证券上市方式很简单，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请示、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批

复，成功地绕开了 IPO 和并购重组两道门槛限制，

实现了直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据说是肖建华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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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与前中证监副主席王益的深厚关系，令不够上

市标准的太平洋证券得以上市。 

 

2009 年 9 月：台湾南山人寿收购（流产）。香港

人吴荣辉与肖建华联手收购 AIG 旗下的台湾南山

人寿，吴当时为收购方博智金融的创始合伙人，

而博智金融被指有着明显的“明天系”背景，其并购

资金的提供者实为肖建华。传言，博智金融总经

理李迅雷，就是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的儿

子，加上肖建华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交

情良好。最终台湾方面担忧收购案披上港资外衣，

背后却隐藏太子党色彩浓厚的内地资本，最终南

山人寿的收购交易遭台湾官方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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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一家中国影视公司以 3000 万美元的出

价收购了由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参与创建的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领域

（Digital Domain）。Digital Domain 与 2012 年 9

月 11 日申请破产保护，当时其债权人建议将其运

营资产以“假马竞标”的形式出售，拟收购人是一家

私募基金-Searchlight Capital Partners。2012 年

9 月 21 号公开拍卖，最后的收购人是公司股东北

京小马奔腾和 Reliance MediaWorks 组建的合资

公司。该交易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被批准。 

据知情人士透露，收购资金来自肖建华，以及一

家由车峰（戴相龙的女婿，戴曾任职中共国央行

行长和全国社保理事长）控制的香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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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年：中国平安转股交易：在中国平安

高达 15.57%的第一大股东（汇丰）转让交易中，

汇丰控股表面上的接盘者是泰国正大集团；不过，

多个公开报导均指向肖建华和他的“明天系”才是真

正的买家。 

 

2012 年 12 月，中国财团（由新华信托董事长翁

先定作为财团牵头人）收购 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美国国际集团)旗下飞机租赁

公司 (ILFC)交易，并购交易额高达 42 亿美元，

“明天系”和肖建华本人再度被指为真正的幕后操盘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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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5272

/000119312512496126/d450944dex991.htm） 

但根据报道，中国财团最终退出了这交易，ILFC

由 AerCapital 收购。暂时不确定 AerCapital 是否

与中共资本有关 。 

（ http://www.bohaiholding.com/en/upload/file/20

170919/20170919104017_97689.pdf）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明天系已控参股 44 家金融

公司，涉足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

覆盖金融业全部牌照，其控参股的金融机构资产

规模更高达 3 万亿元人民币（据大陆媒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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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融机构，明天系还控参股了明天科技、华

资实业、西水股份、爱使股份、鲁银投资等十多

家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