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6家上市公司荣获2013年度金牛奖

合计实现净利润1.7万亿元 占全部上市公司的75%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第16届（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今日揭晓，共计166家公司入选各奖项。 统计显示，166家入选公司2013年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2.28万亿元，同比增长9.22%，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万亿元，较上年数据增长13.55%；获奖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占沪深全部上市公司的75%。

自主品牌汽车龙头企业长城汽车在综合榜———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榜中荣获状元，这已经是公司连续两年蝉联冠军；业绩白马伊利股份和歌尔声学分列二、三名。 此外，工商银行、新城B股、泸

州老窖、力阳股份、杰瑞股份、红日药业等公司分别领衔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金牛基业常青公司、金牛最高效率公司、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和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榜。

本次评选结果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新特点。 首先，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仍然是支撑百强榜单的主力，但是部分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异军突起，在百强榜单中占比已经接近3成，歌尔声学、海康威视、

大华股份持续快速的成长，闯入金牛百强榜前10名，显示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所酝酿的蓬勃生机；同时因为经济周期律的作用不少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在榜单中出现“上窜”或“下跳”现象，这实际上也

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以及业内对于未来经济走势和行业走向的预期；而就单个公司来说，B股公司也不乏出类拔萃者，新城B股、伊泰Ｂ股、杭汽轮B3家公司依靠出色长跑，占据金牛基业常

青公司三席席位；此外，万科A、工商银行等一批老牌绩优公司在本届榜单中仍斩获多个奖项，依然是上市公司的优秀代表。

“大而美”兼顾“小而优”

入选2013年度金牛百强综合榜榜单上的100家上市公司2013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8万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万亿元，同比增长15.44%，占全部上市公司的58%；相较入选2012年度金

牛百强综合榜榜单的100家上市公司而言，净利润总额增幅为11%。

综合榜的评选方法，分别采用2013年收入、截至2013年年底的A股总市值、近三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过去三年股东整体回报率四个指标。评委会对同时在Ｂ股或Ｈ股上市的Ａ股公司，在计算市

值时分别计算其A股、B股和H股的市值并汇总。 总体而言，金牛上市公司一方面营业收入规模较大，另一方面净利率好于上市公司整体水平，呈现出“大而美”的特点。

以综合榜榜单前10名为例，银行业的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占据3席，去年录得82亿元净利润的长城汽车则继续蝉联榜首，此外，伊利股份、格力电器2家公司也是规模较大的白马企业。

银行业在前10名榜单中独占鳌头，显示虽然遭遇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的冲击，但是不少具有创新意识的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不断推陈出新，保证了业绩的平稳发展。以民生银行为例，公司

2013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2.78亿元，同比增长12.55%；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34%和23.23%。 公司表示，2013年民生银行加快推进战略转型，以深化事业部改

革和分行转型为突破口，全力打造2.0版民生银行；且从2014年开始，公司2.0版事业部体制正式运行。

虽然中国汽车市场整体增速开出放缓趋势，但是长城汽车依然蝉联综合榜首位。 从业绩来看，公司2013年年报同样靓丽，实现营业收入567.84亿元，同比增长31.57%；实现净利润82亿元，同比增长

44.47%。优异的业绩背后源自于长城汽车的SUV业务再度逞威，尤其是2013年将哈弗打造成独立品牌成了点睛之笔，不仅整车销售规模攀升至77.06万辆，毛利率水平也增加至28.61%。虽然哈弗H8推迟上

市和SUV市场竞争日渐激烈让长城汽车2014年89万辆的销量目标面临考验，但是公司日前公告将在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俄罗斯投资32亿元建立生产基地，亦即公司希望借助拓展海外市场实现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前10名榜单中中小板企业数量较此前出现明显提升。除了歌尔声学连续两年入围之外，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两家安防服务公司也跻身其中。这正体现了综合榜兼顾规模、成长性、投资回

报多种评价指标的特点。

以歌尔声学为例，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达到100.05亿元，实现净利润13.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54%与44.05%，得益于智能消费电子的高增长，同时也得益于公司战略布局得当以及研发生产能力强，

公司业绩连续4年实现高速增长。业内认为，歌尔声学今年下半年有望受惠于大客户新品推出以及游戏机业务而获得成长动力。可见，无论“大而全”还是“小而优” ，公司业绩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

原因都是紧跟时代标签，步伐不停超越自我推陈出新的结果。

就公司规模来看，除了部分优质中小板企业平稳发展之外，一些创业板公司也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今年榜单上的明星，蓝色光标、乐视网、碧水源、华谊兄弟、汤臣倍健、红日药业、富瑞特装、华策影视、汇

川技术、掌趣科技、长盈精密等11家创业板公司入榜，其中多数处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鼓励发展的行业。

针对创业板公司，金牛奖评委会专门设立了最佳创业成长公司专项奖，入选公司分别为红日药业、探路者、富瑞特装、亿纬锂能、互动娱乐、华策影视、新文化、汇川技术、铁汉生态、森远股份、迪安诊断、

华谊兄弟、上海凯宝、银江股份、机器人、掌趣科技、润和软件、电科院、和佳股份和长信科技。 随着创业板中真正有成长性的公司不断浮出水面和发展壮大，预计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业板公司进入综合

榜成为金牛百强公司。

周期扰动致公司“跳动”

由于评选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的历史表现，相关金牛公司未来能否延续过去的表现，一方面需要自身不断努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景气波动是否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步入稳中有降的新周期，不少此前光鲜闪耀的上市公司景气度出现下滑，导致公司排名出现“跳动” ，2013年度榜单与上年度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

以资源能源类行业为例，2012年包括包钢稀土、永泰能源、广晟有色、兖州煤业等在内的不少上市公司都跻身金牛百强，但是在今年的百强榜单上却不见身影。 由于经济放缓带来的需求持续萎缩，以煤

炭为代表的多数大宗商品价格步入下滑周期，资源能源类上市公司在今年榜单中的数量骤降。

201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高位运行，但年尾开始出现微妙变化，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大都深度下跌，房地产上市公司在榜单上的表现也变化较大。 与2012年金牛百强榜中保利地产荣居第6名形成鲜明对

比，在2013年前10名榜单中已经不见了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踪迹，排名最靠前的房地产公司为招商地产和万科A，分别位居百强榜第20位和25位。

即便对于弱周期的消费股来说，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不少上市公司的排名也出现“下跳” 。以贵州茅台为例，公司在2011年度百强榜单中的排名是第57位，在2012年度上升至第5位。2013年全年，由于

限制“三公” 消费、塑化剂等事件的阴影不散，公务消费持续下降，高端白酒遭遇冰点，贵州茅台净利润增长率只有13%，显然无法与上年度相比，公司在2013年度金牛百强榜中的排名降至39位。

在不少传统企业排名下滑的同时，身处新兴行业的部分上市公司却异军突起，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文化传媒与网络服务。 在2013年度金牛百强榜中，乐视网、人民网、东华软件、华谊兄弟、华策影视、蓝

色光标、华闻传媒、中文传媒等一众公司异常显眼，隐约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某些具有朝阳产业性质的行业特性。

剔除瑕疵 全面考量

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的评选承袭了上一年度的总体框架，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指标评出奖项包括综合榜———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专项榜———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基业常青公司、

最高效率公司、最佳分红回报公司、最佳中小成长公司和最佳创业成长公司榜。 综合榜及6个专项榜，基本沿用上一年度的评选标准及方法。 此外，基于金牛上市公司的“2013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 、

“2013年度金牛最佳董秘”奖评选结果也于今日同步出炉。

通过不同的指标，不同的榜单，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金牛奖评委会希望给投资者一方面带来透视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透视镜” ，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提供分析、判断上市公司业绩和质地变化的“显

微镜” 。 有的公司胜在规模，有的公司胜在增速，有的公司胜在耐力，有的公司则兼而有之。 评委会也希望某些榜单能对投资者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以本届金牛基业常青公司为例，金牛基业常青公司的评选方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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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严格评选，最终确定的入选的公司包括新城B股、山东黄金、伊泰B股、国电南瑞、格力电器、万科A、天地科技、贵州茅台、民生银行、金地

集团、华侨城A、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联重科、山西汾酒、新希望、云南白药、锦江投资、杭汽轮B、冠城大通，其中新城B股已经连续两年蝉联该榜冠军。

再以最高效率公司评选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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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贵州茅台、东风股份等20家公司最终入榜，其中泸州老窖蝉联冠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往往意味着效益。 这些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究竟如何提高效率创造价值的呢？ 不少细节或许可以为投资者揭秘答案。 以泸州老窖为例，虽然公司所处的白酒行业遭遇调整，

但是公司创新动作不停，最近又大打怀旧牌，推出限量“酒票” 给特定的消费群体，方便其能喝到低价位高品质的老窖；此外，公司一季度以1458条累计答复数，成为互动平台四川地区上市公司的“答题

王”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运营中的高效。

为了公平起见，以上所有奖项备选公司剔除期间发生借壳上市的公司。 评选办法规定，所有获奖公司三年内不得存在明显道德瑕疵，如存在违反资本市场以及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被大众媒体质疑

明显不利事项而未澄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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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设备 山东省

2 002344.SZ

海宁皮城 商业贸易 浙江省

3 002410.SZ

广联达 计算机 北京

4 002358.SZ

森源电气 电气设备 河南省

5 002241.SZ

歌尔声学 电子 山东省

6 002236.SZ

大华股份 计算机 浙江省

7 002415.SZ

海康威视 计算机 浙江省

8 002447.SZ

壹桥苗业 农林牧渔 辽宁省

9 002385.SZ

大北农 农林牧渔 北京

10 002302.SZ

西部建设 建筑材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1 002325.SZ

洪涛股份 建筑装饰 广东省

12 002305.SZ

南国置业 房地产 湖北省

13 002431.SZ

棕榈园林 建筑装饰 广东省

14 002271.SZ

东方雨虹 建筑材料 北京

15 002508.SZ

老板电器 家用电器 浙江省

16 002146.SZ

荣盛发展 房地产 河北省

17 002210.SZ

飞马国际 交通运输 广东省

18 002360.SZ

同德化工 化工 山西省

19 002310.SZ

东方园林 建筑装饰 北京

20 002116.SZ

中国海诚 建筑装饰 上海

2013年度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300026.SZ

红日药业 医药生物 天津

2 300005.SZ

探路者 纺织服装 北京

3 300228.SZ

富瑞特装 机械设备 江苏省

4 300014.SZ

亿纬锂能 电子 广东省

5 300043.SZ

互动娱乐 轻工制造 广东省

6 300133.SZ

华策影视 传媒 浙江省

7 300336.SZ

新文化 传媒 上海

8 300124.SZ

汇川技术 电气设备 广东省

9 300197.SZ

铁汉生态 建筑装饰 广东省

10 300210.SZ

森远股份 机械设备 辽宁省

11 300244.SZ

迪安诊断 医药生物 浙江省

12 300027.SZ

华谊兄弟 传媒 浙江省

13 300039.SZ

上海凯宝 医药生物 上海

14 300020.SZ

银江股份 计算机 浙江省

15 300024.SZ

机器人 机械设备 辽宁省

16 300315.SZ

掌趣科技 传媒 北京

17 300339.SZ

润和软件 计算机 江苏省

18 300215.SZ

电科院 电气设备 江苏省

19 300273.SZ

和佳股份 医药生物 广东省

20 300088.SZ

长信科技 电子 安徽省

2013年度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

中国证券报第16届（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今日揭晓，共计166家公司入选各奖项。统计显示，166家入选公司

2013年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2.28万亿元，同比增长9.22%，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万亿元，同比增长13.55%；获

奖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占沪深全部上市公司的75%。

自主品牌汽车龙头企业长城汽车在综合榜———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榜中荣获状元，这已经是公司连续两年获得冠军；

业绩白马伊利股份和歌尔声学分列二、三名。 此外，工商银行、新城B股、泸州老窖、九阳股份、杰瑞股份、红日药业等公司分别领衔

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金牛基业常青公司、金牛最高效率公司、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和金牛最佳

创业成长公司榜。

本次评选结果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新特点。 首先，虽然主板上市公司仍然是支撑百强榜单的主力，但是部分中小板、创

业板公司异军突起，在百强榜单中占比已经接近3成，歌尔声学、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持续快速的成长，闯入金牛百强榜前10名，显

示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所酝酿的蓬勃生机；同时因为经济周期律的作用不少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在榜单中出现“上蹿” 或“下

跳”现象，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以及业内对于未来经济走势和行业走向的预期；而就单个公司来说，B

股公司也不乏出类拔萃者，新城B股、伊泰B股、杭汽轮B3家公司依靠出色长跑，占据金牛基业常青公司三席位；此外，万科

A、工商银行等一批老牌绩优公司在本届榜单中仍斩获多个奖项，依然是上市公司的优秀代表。

”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000568.SZ

泸州老窖 食品饮料 四川省

2 600519.SH

贵州茅台 食品饮料 贵州省

3 601515.SH

东风股份 轻工制造 广东省

4 002653.SZ

海思科 医药生物 西藏自治区

5 600809.SH

山西汾酒 食品饮料 山西省

6 000869.SZ

张裕

A

食品饮料 山东省

7 002236.SZ

大华股份 计算机 浙江省

8 600816.SH

安信信托 非银金融 上海

9 300298.SZ

三诺生物 医药生物 湖南省

10 002038.SZ

双鹭药业 医药生物 北京

11 600111.SH

包钢稀土 有色金属 内蒙古自治区

12 900948.SH

伊泰

B

股 采掘 内蒙古自治区

13 002128.SZ

露天煤业 采掘 内蒙古自治区

14 002415.SZ

海康威视 计算机 浙江省

15 000423.SZ

东阿阿胶 医药生物 山东省

16 600406.SH

国电南瑞 电气设备 江苏省

17 300288.SZ

朗玛信息 传媒 贵州省

18 002022.SZ

科华生物 医药生物 上海

19 600805.SH

悦达投资 汽车 江苏省

20 002294.SZ

信立泰 医药生物 广东省

2013年度金牛最高效率公司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002242.SZ

九阳股份 家用电器 山东省

2 600377.SH

宁沪高速 交通运输 江苏省

3 002300.SZ

太阳电缆 电气设备 福建省

4 000559.SZ

万向钱潮 汽车 浙江省

5 002003.SZ

伟星股份 纺织服装 浙江省

6 002269.SZ

美邦服饰 纺织服装 上海

7 000568.SZ

泸州老窖 食品饮料 四川省

8 600177.SH

雅戈尔 纺织服装 浙江省

9 002085.SZ

万丰奥威 汽车 浙江省

10 002275.SZ

桂林三金 医药生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 600650.SH

锦江投资 交通运输 上海

12 600004.SH

白云机场 交通运输 广东省

13 002251.SZ

步步高 商业贸易 湖南省

14 600660.SH

福耀玻璃 汽车 福建省

15 600309.SH

万华化学 化工 山东省

16 600018.SH

上港集团 交通运输 上海

17 601006.SH

大秦铁路 交通运输 山西省

18 600563.SH

法拉电子 电子 福建省

19 002022.SZ

科华生物 医药生物 上海

20 600008.SH

首创股份 公用事业 北京

2013年度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

166家上市公司荣获2013年度金牛奖

合计实现净利润1.7万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的75%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900950.SH

新城

B

股 房地产 江苏省

2 600547.SH

山东黄金 有色金属 山东省

3 900948.SH

伊泰

B

股 采掘 内蒙古自治区

4 600406.SH

国电南瑞 电气设备 江苏省

5 000651.SZ

格力电器 家用电器 广东省

6 000002.SZ

万科

A

房地产 广东省

7 600582.SH

天地科技 机械设备 北京

8 600519.SH

贵州茅台 食品饮料 贵州省

9 600016.SH

民生银行 银行 北京

10 600383.SH

金地集团 房地产 广东省

11 000069.SZ

华侨城

A

房地产 广东省

12 600036.SH

招商银行 银行 广东省

13 600000.SH

浦发银行 银行 上海

14 000157.SZ

中联重科 机械设备 湖南省

15 600809.SH

山西汾酒 食品饮料 山西省

16 000876.SZ

新希望 农林牧渔 四川省

17 000538.SZ

云南白药 医药生物 云南省

18 600650.SH

锦江投资 交通运输 上海

19 200771.SZ

杭汽轮

B

汽车 浙江省

20 600067.SH

冠城大通 房地产 福建省

2013年度金牛基业常青公司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601398.SH

工商银行 银行 北京

2 601939.SH

建设银行 银行 北京

3 601288.SH

农业银行 银行 北京

4 601857.SH

中国石油 采掘 北京

5 601988.SH

中国银行 银行 北京

6 600028.SH

中国石化 化工 北京

7 601328.SH

交通银行 银行 上海

8 601088.SH

中国神华 采掘 北京

9 600036.SH

招商银行 银行 广东省

10 600016.SH

民生银行 银行 北京

11 600000.SH

浦发银行 银行 上海

12 601998.SH

中信银行 银行 北京

13 601166.SH

兴业银行 银行 福建省

14 601318.SH

中国平安 非银金融 广东省

15 600104.SH

上汽集团 汽车 上海

16 601818.SH

光大银行 银行 北京

17 601668.SH

中国建筑 建筑装饰 北京

18 601628.SH

中国人寿 非银金融 北京

19 000002.SZ

万科

A

房地产 广东省

20 000001.SZ

平安银行 银行 广东省

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省份

1 601633.SH

长城汽车 汽车 河北省

2 600887.SH

伊利股份 食品饮料 内蒙古自治区

3 002241.SZ

歌尔声学 电子 山东省

4 000651.SZ

格力电器 家用电器 广东省

5 002415.SZ

海康威视 计算机 浙江省

6 600016.SH

民生银行 银行 北京

7 002236.SZ

大华股份 计算机 浙江省

8 600535.SH

天士力 医药生物 天津

9 000001.SZ

平安银行 银行 广东省

10 601166.SH

兴业银行 银行 福建省

11 002385.SZ

大北农 农林牧渔 北京

12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设备 山东省

13 600372.SH

中航电子 国防军工 北京

14 300058.SZ

蓝色光标 传媒 北京

15 002450.SZ

康得新 化工 北京

16 300104.SZ

乐视网 传媒 北京

17 300070.SZ

碧水源 公用事业 北京

18 000538.SZ

云南白药 医药生物 云南省

19 002475.SZ

立讯精密 电子 广东省

20 000024.SZ

招商地产 房地产 广东省

21 002400.SZ

省广股份 传媒 广东省

22 600518.SH

康美药业 医药生物 广东省

23 600048.SH

保利地产 房地产 广东省

24 600309.SH

万华化学 化工 山东省

25 000002.SZ

万科

A

房地产 广东省

26 601117.SH

中国化学 建筑装饰 北京

27 002081.SZ

金螳螂 建筑装饰 江苏省

28 600196.SH

复星医药 医药生物 上海

29 600587.SH

新华医疗 医药生物 山东省

30 600000.SH

浦发银行 银行 上海

31 600015.SH

华夏银行 银行 北京

32 601888.SH

中国国旅 休闲服务 北京

33 600066.SH

宇通客车 汽车 河南省

34 300027.SZ

华谊兄弟 传媒 浙江省

35 600690.SH

青岛海尔 家用电器 山东省

36 600085.SH

同仁堂 医药生物 北京

37 601668.SH

中国建筑 建筑装饰 北京

38 002065.SZ

东华软件 计算机 北京

39 600519.SH

贵州茅台 食品饮料 贵州省

40 600612.SH

老凤祥 轻工制造 上海

41 002344.SZ

海宁皮城 商业贸易 浙江省

42 300146.SZ

汤臣倍健 食品饮料 广东省

43 600036.SH

招商银行 银行 广东省

44 300026.SZ

红日药业 医药生物 天津

45 600104.SH

上汽集团 汽车 上海

46 600703.SH

三安光电 电子 湖北省

47 002146.SZ

荣盛发展 房地产 河北省

48 300228.SZ

富瑞特装 机械设备 江苏省

49 600056.SH

中国医药 商业贸易 北京

50 601288.SH

农业银行 银行 北京

51 600406.SH

国电南瑞 电气设备 江苏省

52 601877.SH

正泰电器 电气设备 浙江省

53 000963.SZ

华东医药 医药生物 浙江省

54 000876.SZ

新希望 农林牧渔 四川省

55 000826.SZ

桑德环境 公用事业 湖北省

56 601939.SH

建设银行 银行 北京

57 002701.SZ

奥瑞金 轻工制造 北京

58 600795.SH

国电电力 公用事业 辽宁省

59 600578.SH

京能电力 公用事业 北京

60 601933.SH

永辉超市 商业贸易 福建省

61 601398.SH

工商银行 银行 北京

62 600060.SH

海信电器 家用电器 山东省

63 002311.SZ

海大集团 农林牧渔 广东省

64 603000.SH

人民网 传媒 北京

65 600388.SH

龙净环保 机械设备 福建省

66 000028.SZ

国药一致 医药生物 广东省

67 002470.SZ

金正大 化工 山东省

68 000598.SZ

兴蓉投资 公用事业 四川省

69 601998.SH

中信银行 银行 北京

70 600352.SH

浙江龙盛 化工 浙江省

71 601169.SH

北京银行 银行 北京

72 002310.SZ

东方园林 建筑装饰 北京

73 900950.SH

新城

B

股 房地产 江苏省

74 600373.SH

中文传媒 传媒 江西省

75 300133.SZ

华策影视 传媒 浙江省

76 600600.SH

青岛啤酒 食品饮料 山东省

77 002572.SZ

索菲亚 轻工制造 广东省

78 000732.SZ

泰禾集团 房地产 福建省

79 002085.SZ

万丰奥威 汽车 浙江省

80 600967.SH

北方创业 机械设备 内蒙古自治区

81 600079.SH

人福医药 医药生物 湖北省

82 002589.SZ

瑞康医药 医药生物 山东省

83 600835.SH

上海机电 机械设备 上海

84 300124.SZ

汇川技术 电气设备 广东省

85 002588.SZ

史丹利 化工 山东省

86 002508.SZ

老板电器 家用电器 浙江省

87 601988.SH

中国银行 银行 北京

88 601818.SH

光大银行 银行 北京

89 600383.SH

金地集团 房地产 广东省

90 300315.SZ

掌趣科技 传媒 北京

91 002663.SZ

普邦园林 建筑装饰 广东省

92 002271.SZ

东方雨虹 建筑材料 北京

93 000671.SZ

阳光城 房地产 福建省

94 600018.SH

上港集团 交通运输 上海

95 601318.SH

中国平安 非银金融 广东省

96 002429.SZ

兆驰股份 家用电器 广东省

97 600521.SH

华海药业 医药生物 浙江省

98 600276.SH

恒瑞医药 医药生物 江苏省

99 300115.SZ

长盈精密 电子 广东省

100 000793.SZ

华闻传媒 传媒 海南省

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

“大而美” 兼顾“小而优”

入选2013年度金牛百强综合榜榜单上的

100家上市公司2013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8万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万亿元，同

比增长15.44%，占全部上市公司的58%；相较入

选2012年度金牛百强综合榜榜单的100家上市

公司而言，净利润总额增幅为11%。

综合榜的评选方法，分别采用2013年收入、

截至2013年年底的A股总市值、 近三年主营收

入和净利润增幅、 过去三年股东整体回报率四

个指标。 评委会对同时在Ｂ股或Ｈ股上市的Ａ

股公司，在计算市值时分别计算其A股、B股和H

股的市值并汇总。 总体而言，金牛上市公司一方

面营业收入规模较大， 另一方面净利率好于上

市公司整体水平，呈现出“大而美”的特点。

以综合榜榜单前10名为例，银行业的民生

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占据3席，去年录得

82亿元净利润的长城汽车则蝉联榜首， 此外，

伊利股份、格力电器两家公司也是规模较大的

白马企业。

银行业在前10名榜单中独占鳌头，显示虽然

遭遇利率市场化、 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的冲

击，但是不少具有创新意识的银行金融机构通过

不断推陈出新，保证了业绩的平稳发展。 以民生

银行为例， 公司2013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422.78亿元，同比增长12.55%；平均总

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34%和23.23%。 公司表示，2013年民生银行加

快推进战略转型，以深化事业部改革和分行转型

为突破口，全力打造2.0版民生银行；且从2014年

开始，公司2.0版事业部体制正式运行。

虽然中国汽车市场整体增速出现放缓趋

势，但是长城汽车依然蝉联综合榜首位。 从业绩

来看，公司2013年年报同样靓丽，实现营业收入

567.84亿元，同比增长31.57%；实现净利润82亿

元，同比增长44.47%。优异的业绩背后源自于长

城汽车的SUV业务再度逞威， 尤其是2013年将

哈弗打造成独立品牌成了点睛之笔， 不仅整车

销售规模攀升至77.06万辆， 毛利率水平也增加

至28.61%。 虽然哈弗H8推迟上市和SUV市场竞

争日渐激烈让长城汽车2014年89万辆的销量目

标面临考验， 但是公司日前公告将在其最大的

出口市场俄罗斯投资32亿元建立生产基地，亦

即公司希望借助拓展海外市场实现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前10名榜单中中小板企业

数量较此前出现明显提升。 除了歌尔声学连续

两年入围之外， 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两家安防

服务公司也跻身其中。 这正体现了综合榜兼顾

规模、成长性、投资回报多种评价指标的特点。

以歌尔声学为例， 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达

到100.05亿元，实现净利润13.07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8.54%与44.05%，得益于智能消费电子

的高增长， 同时也得益于公司战略布局得当以

及研发生产能力强，公司业绩连续4年实现高速

增长。业内认为，歌尔声学今年下半年有望受惠

于大客户新品推出以及游戏机业务而获得成长

动力。 可见，无论“大而美” 还是“小而优” ，公

司业绩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都是

紧跟时代标签， 步伐不停超越自我推陈出新的

结果。

就公司规模来看， 除了部分优质中小板企

业平稳发展之外， 一些创业板公司也开始崭露

头角，成为今年榜单上的明星，蓝色光标、乐视

网、碧水源、华谊兄弟、汤臣倍健、红日药业、富

瑞特装、华策影视、汇川技术、掌趣科技、长盈精

密11家创业板公司入榜， 其中多数处于国家经

济结构调整进程中鼓励发展的行业。

针对创业板公司， 金牛奖评委会专门设立

了最佳创业成长公司专项奖， 入选公司分别为

红日药业、探路者、富瑞特装、亿纬锂能、互动娱

乐、华策影视、新文化、汇川技术、铁汉生态、森

远股份、迪安诊断、华谊兄弟、上海凯宝、银江股

份等20家公司。 随着创业板中真正有成长性的

公司不断浮出水面和发展壮大， 预计未来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创业板公司进入综合榜成为金牛

百强公司。

周期扰动致公司“跳动”

由于评选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的历史表现，

相关金牛公司未来能否延续过去的表现，一方面

需要自身不断努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宏观经济环

境和行业景气波动是否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步入稳中有降的新周

期， 不少此前光鲜闪耀的上市公司景气度出现下

滑，导致公司排名出现“跳动” ，2013年度榜单与

上年度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

以资源能源类行业为例，2012年包括包钢

稀土、永泰能源、广晟有色、兖州煤业等在内的

不少上市公司都跻身金牛百强， 但是在今年的

百强榜单上却不见身影。 由于经济放缓带来的

需求持续萎缩， 以煤炭为代表的多数大宗商品

价格步入下滑周期， 资源能源类上市公司在今

年榜单中的数量骤降。

201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高位运行， 但年尾

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大都深

度下跌， 房地产上市公司在榜单上的表现也变

化较大。 与2012年金牛百强榜中保利地产荣居

第6名形成鲜明对比，在2013年前10名榜单中已

经不见了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踪迹， 排名最靠

前的房地产公司为招商地产和万科A，分别位居

百强榜第20位和25位。

即便对于弱周期的消费股来说， 由于消费

结构的变化， 不少上市公司的排名也出现 “下

跳” 。 以贵州茅台为例，公司在2011年度百强榜

单中的排名是第57位， 在2012年度上升至第5

位。 2013年全年，由于限制“三公” 消费、塑化剂

等事件的阴影不散，公务消费持续下降，高端白

酒遭遇冰点，贵州茅台净利润增长率只有13%，

显然无法与上年度相比， 公司在2013年度金牛

百强榜中的排名降至39位。

在不少传统企业排名下滑的同时， 身处新

兴行业的部分上市公司却异军突起， 其中的典

型代表当属文化传媒与网络服务。 在2013年度

金牛百强榜中，乐视网、人民网、东华软件、华谊

兄弟、华策影视、蓝色光标、华闻传媒、中文传媒

等一众公司异常显眼， 隐约可以看出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背景下某些具有朝阳产业性质的行业

特性。

剔除瑕疵 全面考量

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的评选承袭了上

一年度的总体框架， 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指标评

出奖项包括综合榜———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

百强，专项榜———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

基业常青公司、最高效率公司、最佳分红回报公

司、最佳中小成长公司和最佳创业成长公司榜。

综合榜及6个专项榜，基本沿用上一年度的评选

标准及方法。 此外，基于金牛上市公司的“2013

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 、“2013年度金牛最佳

董秘”奖评选结果也于今日同步出炉。

通过不同的指标，不同的榜单，中国证券报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委会希望给投资者一方面带

来透视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透视镜” ，另一方

面也希望可以提供分析、 判断上市公司业绩和

质地变化的“显微镜” 。 有的公司胜在规模，有

的公司胜在增速，有的公司胜在耐力，有的公司

则兼而有之。 评委会也希望某些榜单能对投资

者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以本届金牛基业常青公司为例， 金牛基业

常青公司的评选方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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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严格评

选，最终确定的入选的公司包括新城B股、山东

黄金、伊泰B股、国电南瑞、格力电器、万科A、天

地科技、贵州茅台、民生银行、金地集团等20家

公司，其中新城B股已经是蝉联该榜冠军。

再以最高效率公司评选为例，评选方法为，

剔除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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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贵州茅台、东风股份等

20家公司最终入榜，其中泸州老窖蝉联冠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往往意味着效益。

这些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究竟如何提高效率

创造价值的呢？ 不少细节或许可以为投资者揭

秘答案。 以泸州老窖为例，虽然公司所处的白酒

行业遭遇调整，但是公司创新动作不停，最近又

大打怀旧牌，推出限量“酒票” 给特定的消费群

体，方便其能喝到低价位高品质的老窖；此外，

公司一季度以1458条累计答复数， 成为互动平

台四川地区上市公司的“答题王” ，也从另一个

侧面反映了公司运营中的高效。

为了公平起见， 以上所有奖项备选公司剔

除期间发生借壳上市的公司。 评选办法规定，所

有获奖公司三年内不得存在明显道德瑕疵，如

存在违反资本市场以及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项而未澄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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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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