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常任专家评委名单（部分）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先生

国泰君安总经济师、 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马俊生先生

招商证券研究所所长杨晔先生

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汪异明先生

平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忠智先生

国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姜必新先生

国泰君安研究所副所长谭晓雨女士

申银万国研究所所长陈晓升先生

博时基金副总裁、 混合组投资总监杨锐先生

彭华基金研究总监冀洪涛先生

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董晨先生

深交所副总经理张颖

在各种场合， 我们一直在讲， 上市

公司董秘是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最关键

的一环。 我也常对董事长讲， 要相信你

的董秘， 要支持你的董秘， 你要相信他。

在我的印象中， 一个好的上市公司一定

要有一个好的董秘， 而且， 现在董秘已

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专业群体。 所以今天

获奖的同仁要继续发挥你们的优势， 希

望在下次的评选中还能见到你们。

深圳市中小板副主任冯德崇

深圳市政府对上市培育工作高度重

视。 近几年来， 我们与上市培育领导小

组各个成员单位精诚团结、 共同努力，

不断优化政策环境、 完善上市工作机

制， 加大对企业改制上市的资金扶持，

培育和储备一大批中小企业源源不断地

走向改制上市的光明大道， 对促进深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推动作用。

截至目前， 深圳市今年已经有

19

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中小板今年上了

6

家， 占全国中小板新上市数量的

10%

， 创业板是

11

家， 占今年创业板

新上市数量的

13%

， 另外还有

2

家实现

了境外上市。 此外， 还有

4

家企业，

2

家中小板、

2

家创业板已经通过了证监

会的审核。 截至现在全市累计上市企业

217

家， 从中小板、 创业板开始在各大

城市中保持首位。

今后， 我们将进一步延长上市培育

服务的链条， 不仅帮助企业排除上市过程

中的各种困难， 同时加强企业上市以后的

各种服务工作， 如募集资金、 土地资金落

实。 最近我们推出了深圳市首家中小企业

上市培育基地， 并在龙岗区正式挂牌。

宏源证券总裁胡强

作为中介机构， 我们的所有相关业

务发展都离不开上市公司， 尤其是优秀

的上市公司。 我们希望并坚信随着中国

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深入发展， 会有更多

的上市公司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 为社

会创造价值。 作为国内首家上市的证券

公司， 宏源证券长期坚持稳健经营的企

业发展理念， 在投行固定收益、 证券研

究、 资产管理以及经纪业务等各个领域

努力耕耘，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 信任和

帮助下， 公司的市场地位得到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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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价值评选结果显示

主板公司盈利能力强劲 中小板创业板成长性显著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昨日， 历时近两个月的

2010

年

度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结果在深圳

揭晓。 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 中小

板上市公司价值五十强、 创业板上市

公司价值二十强等十一个奖项都各有

所属。

招商银行等

100

家主板公司获

评为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 苏宁

电器等

50

家中小板公司获评为中小

板上市公司价值五十强， 乐普医疗

等

20

家公司获评为创业板上市公司

二十强。

价值强者实至名归

从财务数据来看， 这些经过严格

的程序评选出来的公司也都名副其实

是各个板块最具价值的强者， 具有比

平均水平更高的规模优势、 盈利能力

和成长性。

数据显示， 评选出来的主板百强

公司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

分别为

8.11

万亿元和

9507.35

亿元，

占全部主板公司的五成和六成； 中小

板五十强

2010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

2125.13

亿元和

258.54

亿元，

分别占全部中小板公司的两成五和三

成三； 创业板二十强

2010

年分别实

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

125.08

亿元和

30.52

亿元， 分别占全部创业板公司

的两成和两成七。

如果根据各个板块的公司总数来

比较， 上述评选出来的公司的价值优

势更为明显。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相

当于只占主板不足

10%

总数的百强

公司贡献了全部主板公司近五成的营

业收入和近六成的净利润； 只占中小

板总数

10%

的五十强公司贡献了全

部中小板公司两成五的营业收入和

三成三的净利润； 只占创业板总数

10%

的二十强公司贡献了全部创业板

公司两成的营业收入和两成七的净

利润。

从具体公司来看， 造成主板百

强公司在板块中的盈利比重明显超

过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主要原因是，

主板的价值百强公司绝大多数属于

银行、 券商、 煤炭、 石化等央企巨

无霸， 由于这些公司规模庞大， 在

板块中的各项权重占比也比较大，

二八效应明显。 相比较而言， 中小

板、 创业板公司之间的规模差距并

不大， 因而板块内价值排名居前的

公司在整个板块中的各项权重占比

也并不是非常显著。 此外， 成长性

是中小板、 创业板中的价值强者更

显著的特点。

数据显示， 从

2010

年净利润的

增长速度来看， 创业板二十强公司中

只有

3

家公司低于板块的平均增速；

中小板五十强有

14

家公司低于板块

的平均增速； 主板公司则有

44

家公

司低于板块的平均增速。

评选榜单新秀迭出

竞争永无止境。 这一点再次在最

具创新力和成长动力的中小板、 创业

板公司身上体现无遗。 如同前几届的

评选结果，

2010

年度中小板价值前十

强和创业板前十强均再次发生大换血，

一批新的面孔进入价值评选前十强的

榜单。

在

2010

年度中小板价值前十强中，

除了苏宁电器和鱼跃医疗两个常青树之

外， 其余八个名额全是新面孔。 洋河

股份、 齐翔腾达、 远光软件、 伟星股

份、 海康威视、 金螳螂、 富安娜、 宁

波银行等八家公司登上价值前十强的

舞台。 在创业板价值二十强中， 这一

现状同样醒目。

从行业来看， 与上一届相比， 中

小板、 创业板价值企业中， 生物制

药、 民爆行业的公司基本上从榜单中

消失， 家纺、 软件电子、 装饰等行业

进入今年榜单的公司数量增加， 榜单

的行业覆盖面达到

17

个， 更加具有

代表性。

不过， 虽然中小板十强、 创业板公

司价值二十强的竞争异常激烈， 名次的

更迭比较频繁。 但是优秀公司的稳定性

仍比较强。 在五十强、 二十强中的常青

树仍占多数。 数据显示， 在

2010

年度

中小板前五十强中， 有苏宁电器、 上海

莱士、 软控股份等

22

家公司继续入选。

创业板公司中， 去年入选二十强的公司

中， 乐普医疗、 碧水源、 华谊兄弟、 国

民技术、 华测检测等

5

家公司继续入选

前二十强。

据了解， 在本次评选中， 上市公司

业绩的稳定性也是券商分析师和基金研

究人员非常看重的一个方面。

深交所副总经理张颖

深圳市中小板副主任冯德崇

宏源证券总裁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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