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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股价最高上涨29倍

股市常青树齐聚2013年度基业常青公司榜

股海沉浮，谁才是过去十年中国股市

的常青树？ 中国证券报最新出炉的2013

年度基业常青公司寻找出十年来成长性

最好的公司。 20家上榜公司最近10年净

利润的复合年均增速均超过30%，最高达

47.12%；10年股价平均涨幅逾10倍，最高

达29倍。

中国证券报的金牛基业常青公司

奖， 是为了挑选出那些在A股市场上连

续10年保持盈利并且取得快速成长的

公司，从而为投资者寻找值得长期投资

的股票提供参考。 2013年度， 新城B股

仍然蝉联首位，山东黄金、伊泰B股分列

二三名。 新城B股过去10年的净利润复

合年增长率达到43.96%，营业收入的复

合年增长率为42.52%，山东黄金首次入

榜就荣登榜眼。

金牛基业常青公司奖的评选设立

了严格的入选门槛，要求入选公司在10

年上市期间内均保持年度盈利。 与此同

时，入选公司10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均

不得低于8%。 在设立评选门槛的基础

上，通过考核上市公司10年的营收和净

利润复合增速，评选出那些在10年期间

都能取得较好业绩和增长能力的上市

公司。

2013年度金牛基业常青公司所属的

行业涵盖了地产、金融、食品饮料、医药、

交通、家电、机械、农业等行业。 房地产和

金融上市公司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分别有

4家地产和3家银行上市公司入选金牛基

业常青榜， 另外还有3家B股公司获得该

奖项。 同时，上述基业常青公司也给长期

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家公司10

年的股价平均涨幅逾10倍， 涨幅最高的

云南白药达29倍。

国电南瑞：整合带动盈利能力提升

国泰君安研报认为， 国电南瑞四大业务板块成形， 注入资产协同效应体现， 预计

2014

年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公司于

2013

年增发收购五家公司，重新划分业务为“电网自动化

+

发电新能源

+

工

业控制和轨交

+

节能环保”四大板块；依照

2014

年一季报合并口径，综合毛利率从

22%

提

升至

27%

，反映通过新业务调整有效提升生产管理能力并降低成本。看好持续深化整合

带来全年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改善，同时更看好各业务线下游市场启动。

四大业务紧扣行业中期趋势，看好

5

月后“传统电网

+

节能

+

轨交

+

海外市场”投资启

动。政府提出能源装备要支持可持续和高效发展的目标，看好以自动化和配网建设为主

的传统电网、地方电力节能、城市轨交

BT

建设和高端调度系统出口在

5

月后投资逐步落

实，或有重大项目落地形成催化。

20家公司净利占全部上市公司七成

金牛最强盈利榜：银行占据半壁江山

谁是A股最赚钱上市公司？2013年度

金牛最强盈利公司榜为您揭晓： 工商银

行！ 该行在以前年度基础上，2013年净利

润再创新高，高达2626.49亿元，日均净赚

7.2亿元。 20家入选金牛最强盈利公司去

年共计实现净利润1.48万亿元，占全部上

市公司净利润总额近七成。

金牛最强盈利公司奖，挑选出了最近

三年A股市场上盈利能力最强的20家公

司。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石油、 中国银行等20家公司获得2013年

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奖。

金牛最强盈利公司奖的评选综合了

近三年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指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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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奖项名额从2012年

的盈利能力最强的10家公司扩展为20

家公司。

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奖中，

上市银行占据了12个席位，净利润总额

达1.12万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

的50%。 国有四大行继续盘踞净利润前

四位宝座， 农业银行在5家国有银行中

以14.63%的增速领跑。 与2012年度榜

单相比，农业银行排名跃升两名，跃居

金牛最强盈利公司第三名。 中国平安、

上汽集团、中国人寿、中国建筑、万科A

新晋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行列，

其中中国人寿以123.89%的净利润增幅

居首。

农业银行：优先股发行将提升资本水平

农业银行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先股发行预案， 发行规模不超过

800

亿元。 申银万国近期研报认为，

2014

年优先股发行后， 公司一级资本充足率将提升

0.87%

至

10.12%

，资本充足率预计提升

0.62%

至

12.48%

，对应

2014

年风险加权资产增长

13%

。 一级资本补充到位，既缓解监管资本达标的压力，又有利于公司风险加权资产较

快增长，

2014

年净利润增速将因此提升

0.4%

。

优先股发行有利公司长远发展，同时减缓二级市场再融资压力。 虽然优先股将摊薄

普通股东

EPS

和

ROE

水平，但鉴于监管资本要求对银行属硬约束，较低的资本水平将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同时监管不达标很可能面临监管处罚，对公司经营造成损害，所

以一级资本补充较普通股短期摊薄更属当务之急。 同时银行优先股的非公开发行，主要

面向保险资管、社保基金和资金充裕的大企业，可极大缓解二级市场再融资压力。

分红收益率处历史高位

三大板领衔金牛分红回报奖

中国证券报 “2013年金牛最佳分红回

报公司” 榜单揭晓，九阳股份获第一名，宁

沪高速和太阳电缆分列第二、三名。 九阳股

份2013年股息率5.06%，2013年度利润分配

每股分红0.50元，分红比例81%，五年平均

分红比率82.64%。

从行业来看，交通运输、汽车和纺织服装

是分红大户， 分别有5家、3家、3家公司上榜。

汽车行业的万向钱潮，纺织服装行业的伟星股

份、美邦服饰分列榜单四、五、六位。

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评选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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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报告显

示， 交通运输业分红比例居各行业前列，为

50.30%。 机场、高速公路、港口和铁路等行业

是“现金奶牛” 集中营，此次上榜的宁沪高

速、锦江投资、白云机场、上港集团、大秦铁路

就分属上述行业。

高速公路板块历来是那些追求稳定收益

的大资金的最爱，因为该板块历年来分红均较

优厚。 宁沪高速2013年股息率6.81%，分红率

70.7%。 2011年以来，宁沪高速的股息率率区

间为6.33%-6.91%， 连续三年的分红比例达

70%以上。

2013年度的分红情况继续趋好，已经初步

形成较为有效的现金分红市场机制。 2013年A

股全部上市公司分红收益率(年度累计分红/年

底总市值)达2.5%，处于历史高位。 数据显示，

共有1879家上市公司派发现金(含中期及年度

预案)， 合计派现7627�亿元， 同比增长791亿

元，增幅11.6%。 超过180家上市公司推出了10

转10股及以上的高送转方案。高额派现的公司

也大幅增加，有158家公司2013年全年股息率

超过3%，其中有45家公司在5%以上。

TMT和医药领跑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

2013年度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榜评选

揭晓，红日药业、探路者、富瑞特装斩获榜单前

三，亿纬锂能、互动娱乐、华策影视、新文化、汇

川技术等20家公司上榜。

红日药业、探路者在2013年度的榜单中迅

速攀升，从2012年度榜单的第六、第五名，一举

跃升至2013年度榜单中的一二名，3年净利润

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49.29%和66.51%。

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评选方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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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行业高热度的TMT和医药生物行业

继续领跑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20家公司

中有8家分属于TMT行业中的传媒、 电子、计

算机公司，还有4家医药生物类公司。

高成长性仍然是榜单公司的重要特征，华

谊兄弟、 富瑞特装和掌趣科技2013年净利润

同比 增长 率分别达 172.23% 、105.46% 和

86.66%， 在今年一季度中继续保持业绩高速

增长态势，三家公司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幅

分别达129.92%、42.09%和153.09%。

创新型企业成为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

司的共同特征。 榜单中的公司多涉及3D打

印、机器人、物联网、智慧医疗、在线旅游等

当下最热门的新兴产业， 彰显了未来的成

长性。深交所2013年报告显示，创业板已经

成为创新型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

重要平台，已具备新经济晴雨表功能。2013

年， 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占比和平

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均居三板块

之首。

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借力腾飞

高成长性决定了中小公司的长远投资

价值，新鲜出炉的2013年度金牛最佳中小

成长公司为投资者挖掘未来的牛股。 作为

油服设备的杰瑞股份高居榜首， 海宁皮

城、广联达、森源电气、歌尔声学等20家公

司上榜。

除了海宁皮城、歌尔声学、大华股份等持

续保持高成长性的公司，2013年度榜单也出

现了许多新面孔。 杰瑞股份3年净利润年复合

增长率为51.75%，广联达、森源电气、海康威

视等公司3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43.57%、54.33%、42.86%。

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评选方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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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依然保持着较高

的业绩增速。 杰瑞股份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37.0亿元、 净利润9.85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55.21%和53.17%，预计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50%-80%。

今年一季度，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仍然

保持着业绩稳步增长的态势。 其中，东方雨虹

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1701.13%，南国置业、同

德化工、海康威视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则

分别达到211.53%、87.14%和52.44%。

红日药业：

双轮驱动 业绩保持高增长

长江证券研报认为，红日药业拥有血必净和

配方颗粒两座“富矿”，两者均处于快速增长的行

业，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中药配方颗粒延续高增长： 中药配方颗粒目前

仅有

6

家企业生产，尚无国家标准，预计

2-3

年内不会

有新的企业加入竞争。 公司在不断拓展京津以外市

场，已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广东省完成备案工作，预计

配方颗粒未来三年仍可保持

40%

以上的增速。

华泰证券研报认为，血必净和配方颗粒助公

司

2013

年业绩高速增长，预计今年血必净将进入

国家医保目录，带动今明两年销量继续保持

25%

-30%

的增速。

杰瑞股份：

延续高增长可期

安信证券研报认为，杰瑞股份业绩高速增长

主要驱动力在于油气设备需求持续旺盛以及服

务业务的快速增长。

公司油气设备需求持续旺盛， 油服板块有望翻

倍增长。 公司油气设备产业链不断完善，预计

2014

年

设备业务仍保持

50%

以上增速。未来随着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达产后， 公司一体化服务队伍将增加到

28

支，

3-5

年内公司的油服业务收入将与设备的收入基

本相当。 预计公司外延式发展

2014

年将获得突破。

东风股份：主营包装稳健增长 质地优良

申银万国研报认为，东风股份烟标主业稳健增长，非烟标产品开拓卓有成效，收入

平稳增长。 公司未来将借助资金优势，继续延续外延扩张策略，在分散的市场中进一步

提升市占率。 盈利能力延续高位。 产业链配套延伸，公司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新业

务布局蓄势待发。电子烟业务将借助于上海绿馨的合资公司平台，海外订单借助创新产

品有效开拓，其他社会化产品也将通过电商等渠道快速推进。 功能膜业务中，新品车膜

和建筑膜产品未来有望凭借较高性价比，实现部分进口替代，打开市场空间。

国金证券研报认为，福牌彩印也将于二季度开始正式并表，福牌彩印目前产能利用率仅

3

成

左右，收入及利润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预计公司二季度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外延收购将成为公司

增长的重要手段，预计公司后续将继续通过收购方式整合传统烟标或向新兴业务空间拓展。

金牛最高效率榜酒类公司拔头筹

2013年度金牛最高效率公司为投资

者揭晓了“资产效率最高” 的20家公司。

酒类公司以过去三年的高资产回报率拔

得头筹。 虽然国家大力限制“三公”消费

使白酒行业在2013年遭遇寒冬， 不过一

线龙头酒企仍然势头强劲，泸州老窖、贵

州茅台位列金牛最高效率公司前两名。

印刷包装行业的东风股份表现十分

亮眼，甫一入榜便位列第三，近三年的净

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57.41% ，34.91%和

30.29%。 大消费类公司仍然是榜单中的

重头。 2013年度金牛最高效率公司中，有

4家为白酒类公司，6家为医药生物类公

司，海思科位列第四，山西汾酒、张裕A分

列第五、六位。 安信信托以2013年100%

的净资产收益率增幅引人注目，2013年

净资产收益率为37.40%。

金牛最高效率公司评选方法为，剔除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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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于近几年的高景气度，医药生物

类公司在2013年度榜单中上升趋势明显。

海思科、三诺生物、双鹭药业、东阿阿胶、

科华生物、 信立泰等多家公司闯入榜单。

医药行业近五年ROE的水平在12%-18%

之间波动，高于A股平均2年资产收益率。

宁沪高速：

高分红保障配置价值

安信证券研报认为，

2013

年公司业绩符合预期，

净利润增长主要来自收费公路主业盈利增长、投资收

益增长以及出售镇江支线获取收益。

2013

年公司实现

通行费收入

53.4

亿元，同比增长

5.0%

，占公司营业收入

的

70%

，其中宁沪高速江苏段实现同比增长

5.4%

，

2013

年由于受到重大节假日免收通行费的负面影响，客车

收入增速较低， 货车收费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客车。

2014

年将不存在免收政策的基数影响，预计全年通行

费收入增速有望超过

8%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3.2

亿元，同比增长

95.4%

，占公司净利润的

11.6%

。

公司

2013

年度每股现金分红

0.38

元 （含

税），分红同比提升

5.6%

，股息率

6.7%

，高分红保

障配置价值。

(本版稿件均为本报记者欧阳春香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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