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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健康 肖琴

董秘职业特点： 合规

性、良好沟通能力、挑战性。

本人对此职业始于热爱，忠

于坚守。

航天发展 吴小兰

合规的信息披露是公司

与投资者沟通的桥梁， 更是

公司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基石。

智飞生物 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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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凯宝 任立旺

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公司治理、投资者关系

管理、资本运作等核心工作

的负责人， 坚持 “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 ，始终不忘

初心守底线， 以敬畏之心，

合规前行。

新和成 石观群

新和成的发展离不开投资者

的信任与支持， 将一以贯之秉持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初心， 以诚

信合规为本， 集公众监督与内外

沟通于一体， 推动公司价值的可

持续成长。

高盟新材 史向前

董秘要推动每位董监高

对资本市场的敬畏， 并且对

投资者要“以诚相待” 。“百

术不如一诚” ， 只有真诚地

对待每一位投资者， 才能做

好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沟

通桥梁， 才能做好公司的价

值管理。

新天科技 杨冬玲

董秘就是一块砖， 哪里

需要哪里搬， 有了董秘的工

作经验， 无论把董秘放到哪

个岗位，都可以很快上手。因

此， 我还是非常喜欢和珍惜

董秘这个岗位，累并快活着。

桂林三金 邹洵

董事会秘书是上市公司

与投资者、 证券监管机构和

媒体之间沟通的桥梁， 肩负

着推动上市公司不断提升规

范运作、信息披露、投资者关

系管理水平的重要职责。

同花顺 朱志峰

重价值， 轻价格； 重市

场，轻市值；要创新，不打新；

要披露，不泄漏

金雷股份 周丽

务实的态度， 小事是基

础。要把小事做好，必须要有

一种精神， 一种坚持到底的

信念。

江苏雷利 苏达

规范运作是资本市场发

展的基石。身为董秘，能感受

到资本市场多少魅力， 取决

于董秘职业素养的高度、厚

度和内心的温度。

东珠生态 谈劭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在董办工作中，利器就

是要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

专业能力和熟悉相应的法

规政策。

老板电器 王刚

公开、 透明、 及时的沟

通， 是企业与投资者建立信

任的基础。

亿嘉和 王少劼

事难行故要敏， 言易出

故要谨。

辰欣药业 孙洪晖

如果投资是一个令人心

烦的黑漆漆的空间， 不知身

在何处，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

努力点起一盏灯， 可能会成

为靶子， 但更多是成为用微

弱撑起的引路之光， 让需要

的人有所依偎。

北方华创 王晓宁

“创新、主动、团队、责

任、成就” 是北方华创的企

业文化，也是我履行好董秘

职责的工作准则。

盘龙药业 吴杰

积一时之跬步，臻千里

之遥程。

云南白药 吴伟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

海格通信 舒剑刚

天道酬勤，业道酬精，做

好价值传递者。

万兴科技 孙淳

董秘应当秉承“专业性当先，全方

位着手” 的理念， 不断提升专业性能

力，全面掌握公司业务、资本运作、战略

布局，推动管理层更好实现公司和股东

长期价值的同时，与投资者形成良性互

动，赢得投资者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捷佳伟创 汪愈康

诚挚务实，尊尙价值，回

报投资。

网达软件 孙琳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

断成长发展， 董秘进阶扮演

着 “信息披露直接责任人”

“规范运作把关人”“内外

部关系协调人”“公司资本

经营助推人” 四个角色。

金字火腿 王启辉

专业专注， 勤勉尽责，

诚信创新，打造金字招牌。

锋龙股份 王思远

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

马上定乾坤。

世名科技 王岩

贵而不骄，胜而不悖，

贤而能下，刚而能忍。

爱尔眼科 吴士君

假如你是投资者， 你需要

公司提供哪些服务？ 做到换位思

考，就能更好地做好投资者关系。

随着注册制的全面实施， 上市公

司进入了比信誉、比耐力、比质量

以及比投资者关系的新阶段。

三德科技 肖巧霞

作为公司董秘，在层出不穷的

变化中以及错综复杂的事务中，严

格自我要求，不随波逐流，努力提

高专业水平， 坚持勤勉的敬业精

神，保持初心，向投资者传递公司

有生命力的、阳光的力量。

三一重工 肖友良

公司始终将股东价值最

大化作为经营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重视企业价值与长远

发展， 尊重股东与投资者意

见，充分保障股东权益。

恩捷股份 熊炜

作为公司董秘， 肩负着规范

运作、合规信披、资本运作和投资

者关系管理等多重使命和责任，

相信在广大投资者的支持、 监督

和帮助下，公司将不断创新、做大

做强， 以更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

资者、回报社会！

东方通 徐少璞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治理

结构中的关键，是高压力、高

风险、高付出的群体。要求具

备履职所必需的财务、法律、

资本专业知识， 对行业的深

刻理解、 优秀的沟通协调能

力，以及不断学习的能力。

新余国科 颜吉成

踏踏实实做事， 老老实

实做人， 规规矩矩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以实际经营业绩

回报广大投资者。

新华网 杨庆兵

投资者关系维护我认为

应该有四个关键词： 规范信

披、价值提升、交流互动、服

务投资者。

生物股份 杨钊

常怀敬畏与感恩之心，

认真履行董秘之职责。

三七互娱 叶威

投资者关系维护的重点

工作是真实、准确、完整地披

露相关信息， 增加与投资者

的交流沟通， 及时在相关平

台上回答投资者的问题，在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方面发挥

自己的作用。

海峡股份 叶伟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

资本市场的支持，必须与

广大投资者保持准确、及

时的信息交互传导，必须

充分向市场展示公司的

战略选择、 商业模式、公

司治理等全方面信息，这

样才能让资本市场为公

司投下信任的一票！

富森美 张凤术

辛苦职场人： 勤奋是基

础，专业是前提，持续学习要

不懈。市场维护者：自律是保

证，三公是目标，敬畏之心需

常怀。

花园生物 喻铨衡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安靠智电 张冬云

作为上市公司资本品牌

的重要代言人， 董秘是上市

公司即潜在投资标的与潜在

投资者之间最重要的“中间

人” 或者说“桥梁” 。

移为通信 张杰

董秘必须保持敬畏之

心，加强学习，认真细致地

履行相关职责。 上市公司发

展必然离不开资本市场，董

秘需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传递企业发展等方

方面面的信息，树立良好形

象，促进价值发现。

通策医疗 张华

我们始终把通策医疗作

为一个开放的公司， 公司的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目的就

是让投资者能够更全面地了

解公司， 看到公司始终在做

的努力。

英派斯 张瑞

踏踏实实做人， 实实

在在做事！ 对待投资者严

谨、敬业、专业、真诚！

陕西煤业 张茹敏

公司将以资本市场为纽

带，完善产业生态，繁衍商业

文明， 为我国能源革命贡献

智慧和力量！

哈三联 赵庆福

敬畏市场， 做规则的坚

守者；运用市场，做价值的创

造者和传播者。

北方导航 赵晗

坚守主业， 履行强军首

责， 以高质量发展回报广大

投资者！

宋都股份 郑羲亮

在投关工作中，“沟

通” 是关键词，作为公司与

投资者、监管层、媒体、中介

机构之间桥梁，董秘需要坚

持“以客户为导向，以品质

为核心价值” ，前端做好准

备、中间做好质量、后端做

好维护，为公司合规、健全、

良性的发展勤勉尽责。

金溢科技 郑映红

保持与资本市场准确、

及时、有效的信息交互传导，

实现公司资本市场价值最大

化，为股东创造价值，同时也

将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切实

落到实处。

康弘药业 钟建军

遵纪守法严律己， 一生

一事终会成。

中国海防 夏军成

经营价值，管理市值，打

造中国电子防务领域最有价

值的上市公司。

信立泰 杨健锋

董秘是上市公司与资

本市场、 监管机构之间的

桥梁纽带。 未来，公司将继

续深化投资者关系， 以专

业的信息披露， 传递公司

价值； 以创新发展和规范

运作， 为投资者带来更多

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