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治信息 潘爱斌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市

场信息真真假假， 请勿轻信

市场传闻，以公司公告为准，

感谢您的关注。

凯撒文化 彭玲

在我的从业过程中一直

坚守一颗“敬畏之心” ，即始

终 “保持对市场的敬畏、股

东的敬畏、 监管层的敬畏以

及对媒体监督的敬畏” 。

大同煤业 钱建军

作为上市公司与资本市

场的沟通者和桥梁， 熟悉和

掌握监管政策是董秘的基本

素质， 要具备出色的沟通能

力，要学会换位思考，要能主

动给公司经营层提出具体解

决方案，成为公司的好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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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 江鹏

董秘应立足于公司平

台，借助资本市场，为公司的

治理规范、 创新业务开展持

续创造价值， 同时推动市值

增长， 使全体股东可共享公

司长期成长收益。

中关村 黄志宇

从业二十载如一日，学

习规则、 敬畏规则、 严格自

律、与时俱进，在规则允许范

畴内，做成事、做成有利于企

业发展的创新案例。

华铭智能 蔡红梅

投关工作归根到底是

“行胜于言” ，既要给投资者

讲好企业发展故事， 更要不

负市场期望做出实实在在的

业绩。 未来， 我们将不忘初

心，更加务实进取！

迈瑞医疗 李文楣

董秘是公司与资本市

场沟通的重要信息枢纽。 未

来，在保证迈瑞医疗合法合

规发展的前提下，我将继续

协助公司管理层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优化企业经营战

略，以稳健的经营保证企业

长期增长。

济川药业 曹伟

董秘是企业横跨实业和

资本领域的重要枢纽， 是企

业“对内协调管理，对外沟

通联络” 的重要岗位。

润都股份 曾勇

董秘，对内是高管，对外

是桥梁、窗口，须勤勉严谨、

好学上进，内外兼修。

金牌厨柜 陈建波

董秘是公司对外沟通的

“桥梁” ，承担着向资本市场

传递公司价值的责任。 让投

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发展

状况，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是董秘始终追求的工作

目标。

金石资源 戴水君

“你做三四月份的事，

到八九月自有答案” ， 诚实

勤勉、躬耕价值，做时间的

朋友。

中兴通讯 丁建中

保持敬畏， 坚守初心，

诚信务实，躬身力行，构建

中长期价值体系，助力企业

持续高质量发展！

安达维尔 杜筱晨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

规则不负卿？ 我理解的投资

者关系管理，就是坦诚、真诚

地对人，严谨、谨慎地做事。

赢时胜 程霞

“以服务为先导，与客

户和投资者共发展” 是我们

的价值理念。 我们追求价值

至上！所以，客户的满意和投

资者的认同， 是我们最大的

追求！

雄帝科技 戈文龙

董秘是上市公司内传外

达的“桥梁” ，个人归纳起来

可以简化为“左手信息披露

与规范运作， 右手市值管理

与资本运作” ， 左侧是合格

项，右侧是加成项。

杰恩设计 顾承鸣

董秘是一个特殊且富有

挑战性的职位，压力、风险、

机遇并存。 必须一直怀有对

规则的敬畏之心、 对创新的

好学之心， 才有可能将这个

职业做好。

长盈精密 胡宇龙

做好桥梁，真诚沟通，努

力实现所有股东和所有员工

的共赢， 为行业进步尽一份

力量。

浩云科技 陈翩

有效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可以实现尊重投资者、 稳定

资本市场、增强公司透明度、

提升公司价值等多重目的，

是一项卓有价值并需要持续

探索及不断调优的工作。

紫光国微 杜林虎

对内推动公司规范运

作、强化风险管控，发现公司

价值； 对外搭建对接资本市

场各主体的桥梁和平台，这

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主

要职责所在。

伟明环保 程鹏

勤勉务实， 坚持价值创

造导向， 全心全意为投资者

服务。

益盛药业 丁富君

董秘是上市公司资本运

作的策划师， 是公司对外宣

传和对内协调的桥梁， 更是

公司与资本市场、 投资者之

间的纽带。

惠泉啤酒 程晓梅

董秘是公司与资本市场沟通

的桥梁，需要保持学习力，掌握法

律、财务、资本市场运作知识，要

有战略思维，要有沟通能力等，但

更主要的是要能把这些能力进行

充分发挥， 向市场投资者传递公

司价值，有效运用市场资源，助力

企业发展。

川投能源 龚圆

好的董秘应做到责任

应担当，难度能克服，风险

可防范，勤勉尽责的同时发

挥好团队作用，承担起监管

规则、监管机构、公司章程

赋予董秘的责任，架起上市

公司与资本市场和投资者

交流的桥梁。

晶方科技 段佳国

勤恳专注，务实诚信，推

动公司价值的创造、 传递与

认同， 实现企业发展与投资

回报的协同共赢。

上海家化 韩敏

做时间的朋友， 携手投

资者与公司共成长！

卫宁健康 靳茂

炒作概念走不远， 归根

结底基本面。

恒力石化 李峰

�恪守诚信， 做受尊重的

价值传播者。

上海新阳 李昊

董秘是上市公司对外的

“窗口” 。董秘要成为优秀的

水手，既有过硬的本领，又要

熟悉水性， 要成为跨领域的

资源配置者， 内外部战略专

家和资源整合者。

兆易创新 李红

我们相信集成电路行业

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

未来大有可为； 也始终坚信

公司股价长期来看是公司价

值和成长性的反映。 我们会

同时做好公司经营业务和资

本市场的发展， 努力为投资

者创造更好的回报。

广联达 李树剑

在资本市场乘风破浪，

以合规运作保驾护航！

洪汇新材 李专元

知行合一，慎思笃行；见

大而行远，迎刃方通简。

东莞控股 李雪军

完善的内控体系是保证

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石， 合规运作则是董秘的首

要职责， 工作中做到敬畏市

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

畏投资者， 助力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

华夏幸福 林成红

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上市

公司董秘， 积极跟进国家宏

观经济的形势， 研究行业的

政策环境及发展情况， 掌握

资本市场的动态， 都是一名

董事会秘书的必修课。 唯有

对这些信息有深入了解，才

能更好地展开相关工作。

金石亚药 林强

正德厚生，臻于至善。

三六五网 凌云

董秘不仅是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守夜人” ，还是上

市公司价值的“传递者” 。

隆基股份 刘晓东

让资本运作为企业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

天润工业 刘立

董秘是一个特殊群体，

其承担了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市值管理、资本运营等重

要工作， 对上市公司来说是

不可或缺的。 董秘需对外做

好衔接，对内做好服务监督，

是一个探路人，也是衔接人。

集友股份 刘力争

真正做到用心想事、用

心干事、用心成事，既需要专

业知识的积累， 也需要较强

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维信诺 刘宇宙

对未来最大的慷慨，就

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赛腾股份 刘言维

扎扎实实地做好所有

工作，时时事事不抱侥幸心

理。 始终保持专业、公正和

创新，勤勉尽责，依托资本

市场，帮助公司实现价值传

递与共赢。

上海莱士 刘峥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作为“对外沟通联络，对内

协调管理” 的重要岗位，是

投资者的信息传递者和沟

通者； 是公司治理机制运

行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是

资本运作项目的参与者和

筹划者。

锐科激光 卢昆忠

锐意进取，科技创新。

苏州科达 龙瑞

实干担当，把握红线，服

务战略蓝图，维护金字招牌。

正海生物 陆美娇

与价值创造者共拓未来。

祁连山 罗鸿基

勤奋不是马不停蹄，而

是有效利用手头的时间；努

力不是一味埋头苦干， 而是

用智慧解决问题。

大博医疗 华贤楠

坚持规范运用， 传递公

司价值，助力公司发展。

德生科技 陈曲

董秘工作虽然有风险，

但也是一份伟大的职业，我

们得用创业的心态用心做好

它；成为中国好董秘，更是造

就中国好公司。

金卡智能 刘中尽

做好董秘就像做好公司

一样，要有长线思维，坐得住

板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

线，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厚

积薄发， 持续为公司和股东

创造价值。

温氏股份 梅锦方

作为上市公众公司，温

氏股份将充分、客观、具有事

实依据地传递公司长期投资

价值， 愿意与所有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共同成长，

共享企业发展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