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韧性足

296家上市公司分享五项金牛大奖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张兴旺

11月19日，由中国证券报、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围绕“新格局、新动能、新活力”的论坛主题，与会嘉宾纵论畅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现实意义与可行路径。 会上揭晓了2019年度金牛企业领袖奖、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2019年度金牛董秘奖、2019年度金牛社会责任奖、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奖五大奖项，296家上市公司及高管获奖。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但上述296家上市公司韧性足，今年前三季度合计实现收入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56%。 其中，百家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公司表现抢眼，前三季度合计实现收入4955亿元，同比增长10.40%，合计归母净利润为1124.88亿元，同比增长9.56%

五大奖项逐一揭晓

“金牛奖”是中国证券报鼎力打造的金融品牌，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奖项。 自1999年7月中国证券报推出首届“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评选以来，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已至第22届。 金牛奖见证了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记录了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不凡表现，涌现出一大批治理规范、业绩增长、积极回报股东、回报社会的优秀上市公司。

具体来看，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共有296家上市公司及高管荣获上述金牛奖系列5大奖项。 其中，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温氏股份董事长温志芬、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北方华创董事长赵晋荣等40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裁荣获2019年度金牛企业领袖奖。 根据评选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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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恒瑞医药、迈瑞医疗、海螺水泥、韦尔股份、复星医药、三六零、兆易创新、北方华创、广联达、中航沈飞、三环集团等100家上市公司获得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 这些上市公司不仅偿付债务能力、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成长能力等财务指标领先，还具有稳定的投资回报。

2019年度金牛董秘奖方面，美的集团江鹏、爱尔眼科吴士君、晶方科技段佳国、中兴通讯丁建中、三七互娱叶威等99位上市公司董秘不仅在负责公司治理、股权事务管理、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保障公司规范化运作等内部管理层面表现突出，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披露工作中，积极利用各种平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发展经营理念，展示公司风采，处理好投资者关系，保障所有股东的公平知情权。

TCL科技、宇通客车、长江电力、云南白药等31家上市公司在绿色发展、财税行为、综合效益、舆情、股东责任、业务创新、股权结构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2019年度金牛社会责任奖。

大华股份、鼎汉技术、苏宁易购、万华化学等100家上市公司获得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奖。 协调投资者关系对上市公司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上市公司应认真协调投资者关系，热情接待来访股东、调研员，信息披露工作真正做到及时、准确、完整和合法。

整体盈利能力突出

在上述296家获奖上市公司中，收入体量较大的企业不在少数。 具体来看，85家公司2019年收入超过50亿元，占比接近三成。 其中，19家公司收入超过500亿元。 从今年前三季度看，75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50亿元。 其中，15家公司收入超过500亿元。

盈利规模也不逊色。 67家公司2019年归母净利润超过10亿元，占比22%。 其中，12家公司盈利超过100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62家公司盈利超过10亿元。 其中，16家公司盈利超过50亿元。

从ROE（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看，获奖公司表现不俗。 296家公司2019年加权ROE均值为14.53%、中值为12.63%，而同期A股公司均值为3.33%、中值为7.87%。 其中，益生股份、中公教育、金溢科技、智飞生物等19家公司2019年的ROE超过30%。

从申万一级行业分布看，在本次获奖的上市公司中，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达到69家，位居第一；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合计29家，位居第二；化工行业和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各23家，同居第三；机械设备行业上市公司合计20家，位居第四。 此外，传媒、国防军工、食品饮料、通信、电气设备五个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在10家以上。

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半导体产业景气回暖，叠加“进口替代”机遇，电子行业获奖公司数量增长较多。 23家电子行业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合计盈利177亿元，同比增长52%。

同样受益于高景气度等因素，白酒行业上市公司业绩保持较高幅度增长。 古井贡酒、泸州老窖、洋河股份等多家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再获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当前政策不能轻言退出 重点在稳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11月19日在中

国证券报、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上表示，从当前经济复苏态势以

及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来看，当前政策不能

轻言退出，重点在稳。

刘尚希认为，孤立、片面地去谈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的空间大小意义不大，而是要从整体来判断。短期来

看，当前的阶段性政策一是要稳，二是应尽快明确时间

表，以便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有预期。 如果宏观政策

尤其是阶段性政策对以后的安排不清晰， 那么微观主

体就有可能在等待、观望，这样不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

力。 长期来看， 要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配的宏观政

策，核心是要抓住公平与效率的融合。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明显增长

□本报记者 段芳媛

11月19日， 由中国证券报和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海南省海

口市举行。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发表主题

演讲时表示，通过债券市场和股市的开放，境外持有的

人民币资产规模明显增长。

管涛指出，在全球金融动荡的情况下，海外投资者稳

步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在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中，金融交易的占比明显提高。

管涛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推进，既要稳妥，又要

慎重，这主要出于五方面的考虑：

一是尽管近年来金融开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比

国际高标准还存在一些差距。这些差距的弥合不是一日

之间可以完成的，需要做许多具体工作。

二是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较大，特别

是疫情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 在此情况下，需要防范境

外输入风险，所以“十四五” 规划意见稿强调要统筹发

展和安全的关系。

三是还有许多前期工作要做，要避免急于求成。 首

先要完善基础制度，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按照“建制

度、不干预、零容忍” 的要求，完善相关金融市场体系。

从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经验看， 如果相关条件不具备，

可能带来金融危机，要避免不成熟的金融开放。

四是自2009年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

以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在于人民币是一个新兴

的国际化货币，让市场接受与认可需要逐渐培育。

五是时机成熟时，推进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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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市长丁晖：

一大批优质企业

落户海口

□本报记者 段芳媛

11月19日，由中国证券报和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 “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海南省海口市举

行。 海口市人民政府市长丁晖在致辞时表示，今年以来，一

大批优质企业落户海口， 前十个月新增企业同比增长超过

34%。其中，新增外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过121%。随着营

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落户海口的企业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

新活力。

丁晖指出，在高标准建设自贸港的机遇下，作为海南省

会城市的海口发展活力越来越强，前景越来越广阔。

一是区位优越。 海口是“一带一路” 的支点城市，是中

国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目前海口开通

了国内外航线300多条， 从海口出发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可

以覆盖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8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可以覆盖

59个国家和地区。 背靠内地超大规模的市场，面向RCEP广

大成员国的区域，这是海口未来的发展格局。

二是经济基础。 海口经济总量占海南三分之一，12个重

点产业的增加值占全省的35.9%，医药、会展、低碳制造、医药

健康、教育、金融物流产业占全省比重超过50%，首批认定总

部经济的企业占全省的70%。依托产业基础，加强自贸港优惠

的红利，海口的产业发展将爆发出巨大潜力。

三是服务高效。海口在全省率先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加强

结果的运用，倒逼营商环境不断提升，设立专业的招商引资

法人机构，推出了极简审批“椰城市民云” 等一系列改革措

施，旨在为落户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此外，海南国际知识产权

交易中心知识产权法庭相继成立，为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孙世文：

正制定QDLP暂行办法 全方位便利境外资本投资

□本报记者 杨洁

11月19日，由中国证券报和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海南省海

口市举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孙世文在致辞中

介绍，海南自贸港在财税、贸易、金融三方面具备政策

优势。

孙世文表示， 海南具有全国最强吸引力的特殊金

融政策。 海南正在洋浦先行先试离岸新型国际贸易的

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已经出台了QFLP（合格境外有

限合伙人）暂行办法，对企业登记注册不设最低准入门

槛，对内外资实行无差别待遇。 他认为，从全国范围看，

海南QFLP政策是最优、最便捷、最市场化的。孙世文透

露：“我们正制定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暂行

办法，全方位便利境外资本投资海南PE和VC市场。 ”

财税政策方面，孙世文表示，海南具有全国独有的

“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政策。 零关税方面，海南自

贸港首张进口原辅料“零关税” 正面清单已经发布。另

外三张清单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出台。低税率方面，对注

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

业，海南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海南自贸港工

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最

高15%。 简税制方面，海南结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探

索推进简化税制，改革税种制度，降低间接税比例。

贸易投资方面，孙世文称，海南具有全国最为开

放的贸易投资政策。 在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海南

正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

高地；在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方面，海南正实施高度自

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

运枢纽和航空枢纽；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海南

正逐步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允许实体注册、服务设施

在海南的企业，面向自贸港全域及国际开展在线数据

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

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孙世文表示，海南建设了全岛

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一线” 放开、“二

线” 管住、岛内自由。在投资自由便利方面，海南实施市

场准入承诺即入制， 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市

场准入特别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等。 在跨境资

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 海南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体系，非金融企业可根据需要提高跨境融资杠杆率等。

296家上市公司分享五项金牛大奖

疫情之下韧性足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张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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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奖项逐一揭晓

“金牛奖” 是中国证券报鼎力打造的金融品牌，是中

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奖项。自1999年7月中国证券报

推出首届“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 评选以来，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已至第22届。 金牛奖见证了资本市

场发展历程，记录了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不凡表现，

涌现出一大批治理规范、业绩增长、积极回报股东、回报

社会的优秀上市公司。

具体来看， 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共有296家上市

公司及高管荣获上述金牛奖系列5大奖项。 其中，隆基股

份董事长钟宝申、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温氏股份董

事长温志芬、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北方华创董事长

赵晋荣等40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裁荣获2019年度金

牛企业领袖奖。 根据评选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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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恒瑞医药、迈瑞医疗、海螺水泥、韦尔股份、

复星医药、三六零、兆易创新、北方华创、广联达、中航沈

飞、三环集团等100家上市公司获得2019年度金牛最具

投资价值奖。 这些上市公司不仅偿付债务能力、盈利能

力、资产管理能力、成长能力等财务指标领先，还具有稳

定的投资回报。

2019年度金牛董秘奖方面，美的集团江鹏、爱尔眼

科吴士君、晶方科技段佳国、中兴通讯丁建中、三七互娱

叶威等99位上市公司董秘不仅在负责公司治理、股权事

务管理、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保障公司规范化运作

等内部管理层面表现突出，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披露工作

中， 积极利用各种平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发展经营理

念，展示公司风采，处理好投资者关系，保障所有股东的

公平知情权。

TCL科技、宇通客车、长江电力、云南白药等31家上

市公司在绿色发展、财税行为、综合效益、舆情、股东责

任、业务创新、股权结构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2019年度

金牛社会责任奖。

大华股份、鼎汉技术、苏宁易购、万华化学等100家

上市公司获得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奖。 协调投资者关系

对上市公司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上市公司应认真协调投

资者关系，热情接待来访股东、调研员，信息披露工作真

正做到及时、准确、完整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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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盈利能力突出

在上述296家获奖上市公司中， 收入体量较大的企

业不在少数。 具体来看，85家公司2019年收入超过50亿

元，占比接近三成。其中，19家公司收入超过500亿元。从

今年前三季度看，75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50亿元。 其中，

15家公司收入超过500亿元。

盈利规模也不逊色。 67家公司2019年归母净利润超

过10亿元，占比22%。 其中，12家公司盈利超过100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62家公司盈利超过10亿元。 其中，16家公

司盈利超过50亿元。

从ROE（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看，获奖公司表现不

俗。 296家公司2019年加权ROE均值为14.53%、中值为

12.63%，而同期A股公司均值为3.33%、中值为7.87%。 其

中，益生股份、中公教育、金溢科技、智飞生物等19家公

司2019年的ROE超过30%。

从申万一级行业分布看，在本次获奖的上市公司中，

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达到69家，位居第一；计算机

行业上市公司合计29家，位居第二；化工行业和电子行业

上市公司各23家，同时位居第三；机械设备行业上市公司

合计20家，位居第四。此外，传媒、国防军工、食品饮料、通

信、电气设备五个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在10家以上。

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半导体产业景气回暖，叠加

“进口替代” 机遇，电子行业获奖公司数量增长较多。 23

家电子行业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合计盈利177亿元， 同比

增长52%。

同样受益于高景气度等因素， 白酒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保持较高幅度增长。 古井贡酒、泸州老窖、洋河股

份等多家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再获2019年度金牛最具

投资价值奖。

11月19日，由中国证券报、海口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 “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

坛暨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海

口举行，围绕“新格局、新动能、新活力” 的论

坛主题，与会嘉宾纵论畅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现实意义与可行路径。会上揭晓了2019年度

金牛企业领袖奖、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

奖、2019年度金牛董秘奖、2019年度金牛社会

责任奖、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奖五大奖项，

296家上市公司及高管获奖。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但上述296

家上市公司韧性足， 今年前三季度合计实现收

入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56%。 其中，百家

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公司表现抢眼，前

三季度合计实现收入4955亿元， 同比增长

10.40%， 合计归母净利润为1124.88亿元，同

比增长9.56%。

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