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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 经过

20

多年的发

展，

2010

年底公司在大陆、 香港

和日本共拥有

1,342

家门店， 蝉联

我国连锁业百强第一。 公司快速发

展主要取决于良好的民营机制， 门

店数量与质量、 前台与后台平衡发

展的扩张模式和多业态店面同步开

发的连锁扩张战略。 （浙商证券）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的管理

团队汇聚了一批长期在宁波地区

从事经济、 财政、 金融等相关工

作的专业人士。 自宁波银行成立

以来的

10

多年间， 管理团队成

功地带领宁波银行发展成为一家

财务稳健、 业绩优良、 特色突出

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浙商证券）

歌尔声学： 公司凭借高素质的

管理团队，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健

全内控体系， 形成科学的决策机

制、 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具备

“中国创造” 能力的歌尔声学致力

成为世界一流的声学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 不仅树立了民族品牌的良

好形象， 更震撼了世界。 （浙商证券）

太阳纸业：

2008

年金融危机

后， 太阳纸业管理层提出 “原料结

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 的思路，

在产品结构升级之外注重向原材料

环节的延伸， 而随后两年原料价格

的不断上涨验证了公司当时的调整

策略是必要且及时的。 公司在上游

原料环节的布局如老挝林地资源、

越南码头、 广西防城港等， 将在未

来数年为公司发展提供游刃有余的

领先优势， 同时体现出太阳管理层

的经营效率及执行力。 （浙商证券）

金螳螂： 公司管理团队具有

优异的管理创新能力， 其管理水

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在行

业内， 公司率先推出

ERP

系统，

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管理效率。

公司的 “哑铃模式” 可以使公司

更专注于设计和市场， 充分体现

了管理团队对于未来企业发展的

战略规划的合理性。 （浙商证券）

亚厦股份： 公司管理团队极具

战略眼光， 通过区域复制模式， 使

公司实现了快速可持续发展。 公司

精装、 公装双轮驱动的模式也体现

了公司管理团队的战略规划能力。

同时， 公司管理团队高度重视技术

研发， 以其优异的工艺工法的研发

能力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浙商证券）

科陆电子： 公司以 “打造世界

级能源服务商” 为企业使命， 建

立了规模化的产品研发、 销售和

服务体系， 用最先进的技术铸就

最稳定的品质、 将最具价值的电

力设备带给全球电力用户是科陆

电子不懈的追求。 （浙商证券）

大洋电机： 依托长期以来的高

额研发投入， 公司空调电机产品

持续升级换代， 紧跟市场需求变

化， 在高效智能空调市场中公司

继续保持王者地位。 同时， 率先

实现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的产

业化是公司在战略思想上领先于

对手的集中体现。 （浙商证券）

荣信股份： 作为国内用电侧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SVC

领

域的绝对龙头， 公司在创新战略

的指引下， 积极介入全新产品应

用领域。 公司业务已经从传统电

能质量与电力安全， 延伸至电机

传动与节能、 余热余压发电系统

等行业， 尤其在高压变频调速装

置

HVC

领域中公司取得了令人惊

叹的成绩， 将为西气东输工程提

供重要支持。 （浙商证券）

伟星股份： 公司年产钮扣

50

多亿粒， 为世界上最大的钮扣生产

企业之一。 在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

中，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 善于提供

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再加上具备较

强的渠道拓展能力， 因此持续保持

了较强的盈利能力。 （浙商证券）

●300122

智飞生物

●300080

新大新材

●300048

合康变频

●300118

东方日升

●300015

爱尔眼科

●300124

汇川技术

●300005

探 路 者

●300003

乐普医疗

●300070

碧 水 源

●300050

世纪鼎利

2010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十佳管理团队

获奖理由

智飞生物： 民营生物疫苗企业

的杰出代表。 公司专注于生物疫苗

产业多年， 建立了规模最大、 覆盖

最全、 深入终端的营销网络， 再加

上领导层丰富的管理经验、 长远的

战略眼光和灵敏的市场嗅觉， 具有

光明的发展前景。

(

中原证券

)

新大新材： 晶硅片切割刃料魁

首。 公司还将投资电子级刃料生产

线和废砂浆处理线， 并积极向上游

原材料基地拓展。 公司成长轨迹良

好， 营业收入连续翻番， 该趋势在

未来有望延续。

(

中原证券

)

合康变频： 变频器领域技术专

家。 公司在变频器领域具有较强的

研发实力， 自主开发同步变频技术

代表行业最高水平， 一举填补国内

空白。 变频器是节能产业的重要一

环， 市场空间巨大。 公司高压变频

器优势明显， 各项性能优越， 市场

占有率较高。

(

中原证券

)

东方日升： 太阳能组件高端引

领者。 公司主营太阳能电池片和

组件， 在国内高端产品中排名居

前。 太阳能组件处于光伏产业链

中游， 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选择

高端路线， 设备调试与改造能力

突出， 并进一步利用现成边角料

制造太阳能灯具， 产品综合毛利

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

(

中原证券

)

爱尔眼科： 国内最大的眼科医

疗机构。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眼

科医疗连锁机构， 在全国拥有医院

32

家， 门诊量、 手术量均处于行业

首位。 公司所处医疗服务行业增长

空间巨大， 公司三级连锁模式清晰

有效， 便于拷贝复制。

(

中原证券

)

汇川技术： 低压变频器领域领

军者。 公司是低压变频器领域的高

成长企业， 具有技术优势和成本优

势， 能够做到进口替代。 目前公司

开始拓展纺织设备和冶金设备领

域， 客户群体快速扩大。 此外， 公

司积极开发伺服电机和

PLC

等相

关工控产品， 借力已有客户资源，

实现持续高增长。

(

中原证券

)

探路者： 国内户外用品行业龙

头。 公司定位于户外运动与旅游休闲

交集的细分市场， 品牌自主， 研发优

势突出， 采取外包生产、 加盟与直营

销售相结合的哑铃型经营模式。 经

营十余年来， 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

率超过

50%

， 连续三年位列国内市

场户外用品销量第一。

(

中原证券

)

乐普医疗： 心血管介入手术器

械龙头。 公司是国内能够与国外品

牌形成有力竞争的少数高端医疗器

械企业之一， 主要产品聚焦于心血

管介入手术领域， 形成了独特的产

品群优势， 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

公司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 具备出

色的研发实力和有效的营销策略，

未来成长空间广阔。

(

中原证券

)

碧水源：

MBR

水处理行业翘

楚。 公司是专业从事污水处理的环

保型企业， 采用

MBR

技术提供一

揽子方案，

MBR

业务将长期维持高

毛利。 公司通过合资方式开拓各地

污水业务， 同时进入自来水行业，

带动膜技术与膜产品的大规模应用，

确保业务快速增长。

(

中原证券

)

世纪鼎利： 领先的移动通信网

络优化方案综合供应商。 与移动、联

通、电信等运营商，以及华为、阿尔

卡特、 诺基亚等设备提供商均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未来公司将着

重研发

3G

移动通信网络系列产品，

并计划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有望在

1-2

年内取得重大突破。

(

中原证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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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 （

002024

）： 苏宁是

发展正处于拐点兼具成长性的白

马公司。 过去受益于家电产品普

及和更新换代， 苏宁成为家电销

售的垄断寡头。 在近年新业态电

商与传统业态店商的竞争中， 苏

宁又是传统店商中率先将电商定

位战略性发展业态的公司， 并提

出 “三网合一” 模式， 将物流基

地、 实体门店、 互联网三网互为

依托并互为补充， 重视并积极应

对来自网购和三四线城市的竞争。

（宏源证券）

洋河股份 （

002304

）： 洋河作

为白酒行业二线品牌中的佼佼者，

近六年经历了飞速的增长，

2004-

2010

年收入

CAGR

达

62.26%

， 净

利润

CAGR

高达

131.64%

， 不断的

创新促成了洋河模式的成功， 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弘扬蓝

色文化， 从包装到品牌带给白酒行

业一个全新的蓝色视角； 二、 弱化

白酒香型 ， 主推绵柔型 ， 宣扬

“甜、 绵、 软、 净、 香” 的新型畅

饮口味； 三、 渠道下沉至县进行深

度营销 ， 自主开发了 “

1 +1

” 、

“

4×3

” 等新型营销模式； 四、 定位

成功男士， 通过事件营销宣传突出

产品体现男人情怀， 抓住消费者心

理诉求； 洋河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

迅速全国化， 全新的理念和模式将

使其未来三年仍将处在高速增长的

快车道上。 （宏源证券）

金螳螂 （

002081

）： 国内首家

装饰行业上市公司， 连续

8

年荣获

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第一名， 并

获得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34

项、 国

家建筑工程装饰奖

97

项， 成为行业

获得 “国优” 最多的装饰企业。

2009-2010

年连续两次被授予 “中

小板上市公司

50

强” 和 “中小板上

市公司

10

佳管理团队”。 公司现拥

有

900

多人的国内最大室内设计师

团队， 其中有

30

名全国最具影响力

资深设计师和

80

名全国杰出中青年

设计师； 公司的注册一、 二级建造

师、 项目经理队伍多达

300

多人，

为项目效果和质量提供了充足的人

才保证， 是中国装饰行业名副其实

的霸主。 （宏源证券）

亚厦股份 （

002375

）： 中国建

筑装饰行业的榜眼。 公司专注于高

端星级酒店、 大型公共建筑、 高档

住宅的精装修， 树立了 “亚厦” 在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的一线品牌地位

和高端品牌地位。

2002

年以来，

公司共荣获 “鲁班奖” 等

132

项国

家级优质工程奖， “钱江杯” 奖等

596

项省 （部） 级优质工程奖。

（宏源证券）

海康威视 （

002415

）： 国内视

频安防行业的龙头企业， 产品覆盖

了整个安防视频产业链， 包括前端

的摄像机和后端的

DVR

； 公司的

产品目前也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的

全序列覆盖； 在精耕国内市场之

际， 公司也扩大海外市场的开拓，

并坚持走安防产品品牌供应商的道

路。 公司逐步从产品供应商向 “产

品

+

系统” 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转变， 未来业绩有望保持较快

增速。 （宏源证券）

盾安环境 （

002011

）： 公司在

上市后

7

年时间里， 成功地完成

了两次转变， 着力打造成为优秀

的系统制造与服务提供商， 已经

从传统的空调零部件企业逐步转

型成系统制造与服务提供商， 完

成了从单一的产品制造向系统制

造和系统服务项结合的能源管理

领域提供商的转变。 （宏源证券）

莱宝高科 （

002106

）： 莱宝高

科是去年二级市场表现最好的电子

行业龙头公司之一。 公司基本面优

秀， 从技术、 产能、 客户等方面都

具有领先优势。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

摸屏产能释放带来业绩增长的持续

动力。 而新入竞争者带来的价格下

滑等因素是市场考虑的主要风险。

预计公司未来三年业绩仍能维持较

高增速 ，

2011/2012/2013

年

EPS

（全面摊薄） 分别为

1.26/1.66/2.14

，

对应当前

PE22.4/17/13

倍， 相对估

值水平处在历史低位。 （宏源证券）

金风科技 （

002202

）： 我国第

二大风电设备制造商，

2010

年占

据新增装机

19.7%

市场份额。 公司

具备全球领先的永磁直驱风机技

术， 去年已经进军

6MW

风机设计

与制造， 同时积极布局上游产业

链。 目前公司的三大看点包括海

上风机的制造、 风电整机出口以

及风电场开发。 （宏源证券）

荣盛发展 （

002146

）： 作为一家

布局二三线城市， 以低成本快速跨

区域扩张为特色的民营地产企业。

公司的 “发达地区” 与 “三线城市”

是一个优势互补组合。 公司主要项

目所在省份———河北、 江苏、 安徽、

山东、 辽宁等， 为全国产业集中之

地， 对资本、 物流和人口具有较强

的吸纳能力， 这对当地房地产市场

形成一个坚固的支撑。 荣盛发展历

来以其高周转和低成本的盈利模式

为市场所周知。 如果该模式可维持，

公司有望借此完成其在三线城市的

大规模扩张。 （宏源证券）

海利得 （

002206

）： 海利得是

国内涤纶工业丝的龙头企业， 近六

年来业绩持续增长， 收入和净利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25%

和

28%

。 公司已形成了以涤纶工业

长丝为核心的上下游配套产品生产

线， 包括聚酯切片、 涤纶工业长

丝、 灯箱布等产品， 其中涤纶长丝

产能

12

万吨， 列国内第二。 公司

较强的技术实力使得其脱离了普通

工业丝的红海竞争， 进入高端车用

丝的蓝海领域。 （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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