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8届（2015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方法及标准

1.综合榜：2015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100名）

评选方法：以规模、市值、成长性和股东回报为评选指标。 分别采用2015年收入、截至2015年年底的A股公司总市值（同时在B股、H股市场上市的，取各市场上市股份市值之和，未上市部分市值以A股价格计算）、近三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近三年股东整体回报率四个指标，对符合条件公司分别进行排名并据此赋予相应分值，对各指标得分加权平均得出综合排名。

备选公司剔除2015年1月1日以后新上市的公司、只有2015年一年有效财务数据的公司、2015年每股收益小于0.1元的公司，以及2012-2015年任何一年净利润出现负值的公司。

对于具有过去4年有效财务数据的公司，近三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的计算公式为[（2015年主营收入/2012年主营收入）开三次方-1+（2015年净利润/2012年净利润）开三次方-1]/2。 有效财务数据少于4年的公司，主要由于发生了重大重组事项，因此按照重组成功后的年份计算增长率。 股东整体回报率公式为(复权期末股价-期初股价)/期初股价，选取期限为3年。

指标权重：主营收入、总市值、成长性和股东回报的权重分别为25%、25%、25%和25%。 入选公司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2.专项榜：

（1）2015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20名）

评选方法：计算上市公司近三年营业利润之和、近三年净利润之和，将两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 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的权重为4:6。

（2）2015年度金牛基业常青公司（20名）

评选方法：剔除期间负值后，计算上市公司上市后十年营收复合增速、十年净利润复合增速，将两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 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权重为3:7。 入选公司近十年净资产收益率均不低于8％。

（3）2015年度金牛最高效率公司（20名）

评选方法：剔除2015年新上市公司及ST公司后，计算上市公司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三年总资产收益率之和，将两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 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的权重为7:3。 入选公司近三年净利润均不得低于1000万元，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4）2015年度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20名）

评选方法：计算上市公司近五年股息率（股息/年末股价）、现金分红比率（股息/净利润）之平均数，将两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的权重为5:5。 入选公司近五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5）2015年度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20名）

评选方法：选取中小板公司三年数据，剔除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 选取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速、净利润复合增速、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率三大指标，将三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 计算总分时三指标的权重为1/3、1/3、1/3。 入选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最新一年净利润增幅为正。

（6）2015年度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20名）

评选方法：选取创业板公司三年数据，剔除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 选取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速、净利润复合增速、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率三大指标，将三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 计算总分时三指标的权重为1/3、1/3、1/3。 入选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最新一年净利润增幅为正

（7）2015年度金牛企业领袖（30名）

从2015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入榜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中，根据入选领袖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职务3年以上、在任职上市公司领取全职薪酬的门槛，筛选出金牛最佳企业领袖候选人，最终根据企业的行业地位、企业发展与企业领袖之间的关联性等评选出30位金牛企业领袖。

（8）2015年度金牛董秘 投资者关系优秀管理人

董秘要有效协助董事会行使职权，认真协调投资者关系，热情接待来访股东、调研员，所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真正做到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 评选范围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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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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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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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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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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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标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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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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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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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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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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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义务；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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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选委员会

评选委员会来自相关监管机构、研究机构、机构投资者、券商分析师等。

◆评选方式

评选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首轮，相关监管机构推荐与董秘主动报名相结合，评选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投资投票确定董秘入围名单;评选第二轮，个人投资者通过网络投资参与，评选委员会在董秘入围名单中再次进行投票，并按一定的权重产生最终的2015年度金牛董秘和2015年度投资者关系优秀管理人。

得分计算权重为：监管机构及专家得票数×100×0.6，(金牛基金经理投票数/参与投票的基金经理总数)×100×0.2，(金牛证券分析师投票数/参与投票的证券分析师总数 )×100×0.2。

以上所有奖项备选公司剔除期间发生借壳上市的公司。 所有获奖公司三年内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疵，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公司失控人及关联人、主要高管（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或CEO）被证监会、交易所立案调查和处罚；2、公司、公司失控人及关联人、主要高管（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或CEO）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项而未澄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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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金牛领袖

2015年度金牛企业领袖

波 涛 深交所综合研究所前所长

蔡敏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总裁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常 清 金鹏期货公司总经理

陈炳才 国家行政学院培训部副主任

陈昌智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 良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社保基金监督司前司长

范剑平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

方星海 证监会副主席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管 涛 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前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何 杰 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

贺 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洪 磊 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

胡光涛 社保基金会投资部副主任

胡汝银 上交所研究中心前主任

华 生 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黄 昊 中央汇金公司董事

黄金老 苏宁云商副总裁

季晓南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姜智敏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清海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

蒋正华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 锦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

李迅雷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李 扬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连 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义相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天相投资董事长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缪建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

祁 斌 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沈丹阳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盛来运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宋逢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滕 泰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童道驰 商务部部长助理

王国刚 社科院金融所所长

王 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 欧 中投公司私募股权投资部总监

卫保川 北京宏道投资董事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杨成长 申银万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曾于瑾 中国保监会资金运用部主任

赵忠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郑秉文 社科院欧洲所所长

周道炯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

周正庆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

朱少平 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前主任

中国证券报专家学术顾问委员会专家名单

陈邦（爱尔眼科）

曾庆洪（广汽集团） 傅敦汛（南京新百） 王恩东（浪潮信息） 王文学（华夏幸福） 朱华荣（长安汽车） 王来春（立讯精密）

冯滨（众信旅游） 刘成彦（网宿科技） 王忠军（华谊兄弟） 杨学平（鹏博士） 鲁冠球（万向钱潮） 林科（三聚环保）

王少钦（安信信托） 蔡东青（奥飞娱乐） 方洪波（美的集团） 赵剑（金证股份） 潘刚（伊利股份） 马明哲（中国平安）

李东生（TCL集团） 马兴田（康美药业） 林治海（广发证券） 孟祥泰（中航资本） 孙飘扬（恒瑞医药） 李军（利亚德）

李一奎（通化东宝） 吉晓辉（浦发银行） 历军（中科曙光） 张新（特变电工） 张毓强（中国巨石）

第18届（2015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方法及标准

1. 综合榜：2015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

（100名）

评选方法：以规模、市值、成长性和股东回

报为评选指标。 分别采用2015年收入、 截至

2015年年底的A股公司总市值（同时在B股、H

股市场上市的， 取各市场上市股份市值之和，

未上市部分市值以A股价格计算）、 近三年主

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近三年股东整体回报率

四个指标，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分别进行排名并

据此赋予相应分值，对各指标得分加权平均得

出综合排名。

备选公司剔除2015年1月1日以后新上市的

公司、 只有2015年一年有效财务数据的公司、

2015年每股收益小于 0.1元的公司， 以及

2012-2015年任何一年净利润出现负值的公司。

对于具有过去4年有效财务数据的公司，

近三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的计算公式为

[（2015年主营收入/2012年主营收入）开三次

方-1+（2015年净利润/2012年净利润）开三

次方-1]/2。 有效财务数据少于4年的公司，主

要由于发生了重大重组事项，因此按照重组成

功后的年份计算增长率。股东整体回报率公式

为(复权期末股价-期初股价)/期初股价，选取

期限为3年。

指标权重：主营收入、总市值、成长性和股东

回报的权重分别为25%、25%、25%和25%。 入选

公司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2.专项榜：

（

1

）

2015

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

20

名）

评选方法：计算上市公司近三年营业利润

之和、近三年净利润之和，将两指标分别排序，

并赋予相应分值。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的权重

为4:6。

（

2

）

2015

年度金牛基业常青公司（

20

名）

评选方法：剔除期间负值后，计算上市公

司上市后十年营收复合增速、十年净利润复合

增速，将两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分值。计

算总得分时两指标权重为3:7。 入选公司近十

年净资产收益率均不低于8％。

（

3

）

2015

年度金牛最高效率公司（

20

名）

评选方法： 剔除2015年新上市公司及ST

公司后， 计算上市公司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

和、三年总资产收益率之和，将两指标分别排

序，并赋予相应分值。 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的

权重为7:3。 入选公司近三年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1000万元，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

4

）

2015

年度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

20

名）

评选方法： 计算上市公司近五年股息率

（股息/年末股价）、现金分红比率（股息/净利

润）之平均数，将两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

分值，计算总得分时两指标的权重为5:5。入选

公司近五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

5

）

2015

年度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

20

名）

评选方法： 选取中小板公司三年数据，剔

除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 选取三年营业收入复

合增速、净利润复合增速、净资产收益率变化

率三大指标，将三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

分值。 计算总分时三指标的权重为1/3、1/3、

1/3。 入选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最新

一年净利润增幅为正。

（

6

）

2015

年度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

20

名）

评选方法： 选取创业板公司三年数据，剔

除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 选取三年营业收入复

合增速、净利润复合增速、净资产收益率变化

率三大指标，将三指标分别排序，并赋予相应

分值。 计算总分时三指标的权重为1/3、1/3、

1/3。 入选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最新

一年净利润增幅为正。

（

7

）

2015

年度金牛企业领袖（

30

名）

从2015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入榜公司

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中，根据入选领

袖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职务3年以

上、 在任职上市公司领取全职薪酬的门槛，

筛选出金牛最佳企业领袖候选人， 最终根据

企业的行业地位、 企业发展与企业领袖之间

的关联性等评选出30位金牛企业领袖。

（

8

）

2015

年度金牛董秘 投资者关系优秀

管理人

董秘要有效协助董事会行使职权，认真协

调投资者关系，热情接待来访股东、调研员，所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真正做到及时性、准确

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评选范围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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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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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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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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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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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标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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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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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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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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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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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证券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

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义务；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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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选委员会

评选委员会来自相关监管机构、 研究机

构、机构投资者、券商分析师等。

◆评选方式

评选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首

轮， 相关监管机构推荐与董秘主动报名相结合，

评选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投资投票确定董秘入

围名单；评选第二轮，个人投资者通过网络投资

参与，评选委员会在董秘入围名单中再次进行投

票， 并按一定的权重产生最终的2015年度金牛

董秘和2015年度投资者关系优秀管理人。

得分计算权重为： 监管机构及专家得票

数×100×0.6，(金牛基金经理投票数/参与投

票的基金经理总数)×100×0.2，(金牛证券分

析师投票数/参与投票的证券分析师总数)×

100×0.2。

以上所有奖项备选公司剔除期间发生借

壳上市的公司。 所有获奖公司三年内不得存在

明显法律及道德瑕疵，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

公司失控人及关联人、主要高管（董事长、总裁

或总经理或CEO）被证监会、交易所立案调查

和处罚；2、公司、公司失控人及关联人、主要高

管（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或CEO）被大众媒

体质疑明显不利事项而未澄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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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2

2016年7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郭宏 美编：尹建 电话：010－63070383� � E-mail:gsb001@zz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