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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最佳投资者关系管理者（图片 后36名）

2016年度最佳投资者关系管理者

曹伟（光力科技）

陈斌（万孚生物）

梅锦方（温氏股份）

周娟英（古越龙山）

畅晓东（铁龙物流）

颜联源（安通控股）

马琪（城市传媒）

韩敏（上海家化）

2016年度最具网络人气金牛董秘获奖名单

陆邦一（国旅联合）

李高飞（蓝光发展）

侯晓勤（天润乳业）

汪志刚（湘邮科技）

高文军（华鲁恒升）

汪元军（福能股份）

严虎（通威股份）

王铮（信威集团）

朱霖（国药股份）

曾维康（海航基础）

金敏（华海药业）

薛海瑛（国睿科技）

叶晖（信雅达）

陆志军（申达股份）

明国珍（青岛海尔）

郭毅航（中炬高新）

李金艳（重庆燃气）

陈可（春秋航空）

田喜民（中国西电）

肖莉莉（亚星锚链）

翁衡（奥康国际）

陈少琳（华懋科技）

吴丽卿（南威软件）

王东英（北部湾旅）

杨宗峰（读者传媒）

曹华锋（三聚环保）

赵锐（普莱柯）

吴邦富（金诚信）

序号

上市公司

董秘

票数

1

莱克电气

王平平

64168

2

以岭药业

吴瑞

51803

3

电子城

吕延强

46488

4

永辉超市

张经仪

46304

5

汇鸿集团

陆备

38445

6

国机汽车

谈正国

35994

7

今世缘

王卫东

30272

8

欧亚集团

席汝珍

29807

9

西藏天路

西虹

27435

10

柏堡龙

江伟荣

23007

第19届（2016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
评选范围及标准
一、 中国上市公司金牛投资价
值奖
评选范围：考虑到财报指标的可
比性和有效性，本次评选以非金融类
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评价标准：
1、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前除违
规及ST公司之外的A股公司，并剔除
2016年1月1日以后上市的次新股。
2、根据赛弥斯（Themis）纯定量
异常值评级技术对上市公司财务安
全做出客观评价，剔除出财务安全显
著恶化以及财务安全风险度较高的
上市公司。
3、 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上市
公司财务指标进行综合排名
以3206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
为统计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上市公司财务指标进行优化排序。
4、 看重上市公司持续的盈利能
力和稳定的投资回报
强调内生性增长是上市公司基
业长青的重要动力， 而外延式并购
是公司合理配置利用资源的有效手
段。 在评选标准上，此奖项剔除了连
续三年资产增长率超过300%的上市
公司。
5、比对同行上市公司市盈率
排序优先的标的滚动进入同行
上市公司市盈率比对 （市盈率按照
2016年利润计算），行业按照申万行
业二级行业进行分类。通过对历史数
据的分析，我们倾向认为，具有龙头
地位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标准会高于
上市公司行业市盈率的水平，这里我
们给予的50%作为龙头公司的市盈
率溢价。 市盈率筛选的标准为：不高
于上市公司行业平均市盈率的50%。
6、负面清单的风险筛查
（1）审查风险点的分析（经营
层面、财务层面、法律层面），例如可
持续盈利能力、 流动性及偿债能力、
诉讼、纠纷、担保、保证、关联交易、人
员稳定性等问题和方面。
（2） 公司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
道德瑕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主要高管被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立案调查、公开谴
责和处罚；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关联人、主要高管被大众媒体质疑明
显不利事项而未澄清；公司财务报告
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或无法发表意
见等情形的公司。
二、 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创富领
袖奖
1、评选范围
截至2016年12月31日，A股上市
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纳入本次评选
范围。颁发对象是具有崇高的价值追
求、出类拔萃的素养、卓越的领导才

能，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带领企业取得
巨大成就，并享有行业美誉度的企业
领军人物。
2、评选标准
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金牛奖评
选组委会经过初评、 复评， 评选出
“2016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创富领袖”
奖项。
三、中国上市公司金牛董秘奖
1、评选范围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前除违规
及ST公司之外的A股公司的董事会
秘书。
限制原则：董秘在现任公司任职
应满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2016年
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本届董
秘任期内，本人及所在公司不得存在
明显法律及道德瑕疵， 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
主要高管被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立案
调查、公开谴责和处罚；公司、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关联人、主要高管被大众
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项而未澄清；公
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或
无法发表意见等情形的公司，不得入
选各奖项。入选公司若被举报存在明
显瑕疵且被评委会核实，评委会有权
剔除其获奖资格。
2、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采取主、客观结合打分
的评价标准，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权
重设置为各50%。 客观评价以主成因
分析下的上市公司评价体系综合打
分值为正值作为计入样本范围。
客观指标具体包括董秘的任职
年限和任期内上市公司市值增长程
度并以综合值排序进行相应的赋值。
主观评价以向不特定投资人的
调查问卷打分为主，调查问卷的内容
包括：
（1） 出色完成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 能够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
织制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督促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
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此项打分最
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分)
（2） 出色完成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和股东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好公
司与证券监管机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媒体等之
间的信息沟通；(此项打分最低分为0
分，最高分为10分)
（3） 组织筹备好董事会会议和
股东大会，按时参加股东大会、董事
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会议，出色完成董事会会议记录
工作；(此项打分最低分为0分， 最高
分为10分)
（4） 出色完成公司信息披露的
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

露时， 及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
告；(此项打分最低分为0分， 最高分
为10分)
（5） 及时充分关注媒体报道并
主动求证真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
回复证券交易所所有问询；(此项打
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分)
（6） 具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
和市值管理能力(此项打分最低分为
0分，最高分为10分)
（7）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切实
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在知悉公司作
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
议时，应当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地向
证券交易所报告。 (此项打分最低分
为0分，最高分为10分)
四、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投资者关
系管理奖
1、评选范围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前除违规
及ST公司之外的A股公司。
2、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采取主、客观结合打分
的评价标准，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权
重设置为各50%。
客观评价以主成因分析下的上
市公司评价体系综合打分值为正值
作为计入样本范围。
主观评价以向不特定投资人的
调查问卷打分为主，调查问卷包括的
内容包括：
（1） 出色完成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 能够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
织制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督促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
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此项打分最
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分)
（2） 出色完成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和股东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好公
司与证券监管机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媒体等之
间的信息沟通；(此项打分最低分为0
分，最高分为10分)
（3） 组织筹备好董事会会议和
股东大会，按时参加股东大会、董事
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会议，出色完成董事会会议记录
工作；(此项打分最低分为0分， 最高
分为10分)
（4） 出色完成公司信息披露的
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
露时， 及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
告；(此项打分最低分为0分， 最高分
为10分)
（5） 及时充分关注媒体报道并
主动求证真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
回复证券交易所所有问询；(此项打
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分)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