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度金牛企业领袖

1、长城汽车 魏建军 董事长

1964年出生，1999年毕业于中共河北

省委党校企业管理专业。 曾于1981年就职

于北京通县微电机厂、1983年就职于保定

地毯厂、1984年就职于保定太行水泵厂。

1990年加入保定长城汽车工业公司 (本公

司前身)并担任总经理，并于1991年承包长

城汽车工业公司,自2001年6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长。

2、歌尔声学 姜滨 董事长

1966年出生， 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

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士.曾任潍坊亚

光电子有限公司技术经理，2001年创办了

本公司。 姜滨先生有20多年电声行业的丰

富工作经验, 是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理

事,山东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劳动

模范，曾荣获山东省省长质量奖,潍坊市优

秀企业家等称号。

3、格力电器 董明珠 董事长

女，195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0年

加入公司至今,历任公司业务经理,经营部

副部长,部长,销售公司经理,副总经理,总

经理等职务。目前,董明珠女士还兼任民建

党中央常委,全国妇联第十届执委会委员,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社会经济调

查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 广东省妇联执委

会委员, 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

务。

4、民生银行 董文标 董事长

1957年出生， 经济学硕士， 高级经济

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曾任河南金融

管理学院副院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党组书记、交通银行董事、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党委书记、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执行董事、 董事

长。

5、大华股份 傅利泉 董事长

1967年出生,浙江大学EMBA.为公司

主要创始人,历任公司董事长,总裁,2005

年被安防协会聘任为“中国安全防范产品

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2006年被浙

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聘任为“浙江

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专家” 。 现任中国安

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数字

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安防行业协

会副理事长等。

6、大北农 邵根伙 董事长

1965年出生，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博士。

曾任教于北京农学院。 于1994年10月创建

本公司，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主要社会

任职包括：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饲

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种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动物保健品协会副理事长、 中关村农

业生物技术产业联盟理事长。

7、杰瑞股份 孙伟杰 董事长

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

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大

专学历。历任烟台黄金技校团委书记、学生

科长、教务科长，烟台黄金实业公司经理，

烟台黄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 烟台金日

欧美亚工程配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

理，公司执行董事。

8、乐视网 贾跃亭 董事长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贾跃亭先生于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任山西省垣曲县

地方税务局网络技术管理员;1996至2002

年任山西垣曲县卓越事业公司总经理;

2002年创建山西贝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03年创建北京西伯尔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2004年创建本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9、碧水源 文剑平 董事长

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

永久居留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硕

士,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工学博士研

究生。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助理

研究员,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生态环境处

副处长, 国家科委中国国际科学中心副主

任,总工程师,兼任中国废水资源化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赴

澳大利亚留学,2001年7月回国后创业。

10、云南白药 王明辉 董事长

1962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

任宾川县医药公司主持工作副经理; 昆明

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中美合资昆明

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昆明八

达实业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昆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云南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云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11、保利地产 宋广菊 董事长

女，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

历,中山大学EMBA,工程师。 历任国防科

工委,广州军区干部,1993年进入保利地产

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保

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12、万华化学 丁建生 董事长

1954年出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MBA。

历任烟台合成革总厂MDI分厂车间副主

任,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副主任,烟台万

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首席技术专家.现任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兼党委书记, 匈牙利宝思德化学公司董事

长兼CEO, 中国国家聚氨酯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

13、万科A�郁亮 总裁

1965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国际经济学系,获学士学位.后于1997年获

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深圳外

贸集团.1990年加入万科;1996年任公司副

总经理;1999年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

务负责人;2001年起任公司总经理.1994年

起任公司董事至今.现任公司总裁,还任上

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14、新华医疗 赵毅新 董事长

女,1956年出生,大学文化,高级经济

师,山东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共

十七大代表。 1993年3月至1998年8月任公

司董事, 副总经理,1998年8月至2001年3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01年3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长。

15、华谊兄弟 王忠军 董事长

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

久居留权,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硕

士。 历任国家物资总局物资出版社摄影记

者,中国永乐文化发展总公司广告部经理,

北京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总经理, 北京华谊

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华谊兄

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16、东华软件 薛向东 董事长

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高

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 任中国机械设

备进出口总公司进口处项目经理、 中国机

械工业电脑应用技术开发公司经营部经理

及总经理助理、 加拿大ONYX公司驻华首

席代表；现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北京海淀区

政协委员；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等。

17、海宁皮城 任有法 董事长

195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74年至1990年在空军某部服役；1990年

至1997年历任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

科副科长、 工商所所长；1997年至2007年

10月止历任皮管委副主任、 党委书记、主

任；1999年至今历任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

理、董事长。同时也是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

长，浙江省市场协会副会长等。

18、汤臣倍健 梁允超 董事长

1969年出生,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高级

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1991年毕业于中

南财经大学。 2002年至2008年历任广州佰

健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2008年担任海

狮龙董事长;2008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长.�

19、桑德环境 文一波 董事长

1965年出生,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曾任化工部

规划院工程处工程师, 中国国际科学中心

国际环境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04年至

今任职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桑德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桑德国际有限公司及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桑德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国电电力 冯树臣 总经理

196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

程师。 曾任朝阳发电厂热工分场技术培训

员,朝阳发电厂厂长,国电电力大同第二发

电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

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国电科技环保集

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人力资源部主任。 现任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以上排

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国电电力总经理

冯树臣

1964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

工程师。曾任国电电力大同第二发电厂厂

长兼党委书记，国电科技环保集团公司总

经理，党组书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人力

资源部主任。现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东华软件董事长

薛向东

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高

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 任中国机械设

备进出口总公司进口处项目经理， 中国机

械工业电脑应用技术开发公司经营部经理

及总经理助理， 加拿大

ONYX

公司驻华首

席代表；现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北京海淀区

政协委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等。

大北农董事长

邵根伙

1965

年出生，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博

士。曾任教于北京农学院。于

1994

年

10

月

创建本公司，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主

要社会任职包括：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

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种业

协会副会长， 中国动物保健品协会副理

事长， 中关村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联盟理

事长。

民生银行董事长

董文标

1957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

济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曾

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副院长，交通银行

郑州分行行长，党组书记，交通银行董

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党委书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行长，执行董事，董事长。

桑德环境董事长

文一波

1965

年出生，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

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4

年至今任职

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桑德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桑德国际有限公司以及桑

德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现任桑德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华谊兄弟董事长

王忠军

1960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

大永久居留权，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

传媒硕士。 历任国家物资总局物资出版

社摄影记者，中国永乐文化发展总公司

广告部经理，北京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总

经理，北京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现任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等。

万科A总裁

郁亮

1965

年出生，

198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

际经济学系，获学士学位。 后于

1997

年获北

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深圳外贸

集团。

1990

年加入万科；

1996

年任公司副总

经理；

1999

年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

责人；

2001

年起任公司总经理。

1994

年起任

公司董事至今。现任公司总裁，还任上海美特

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碧水源董事长

文剑平

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

利亚永久居留权。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中心助理研究员，国家科委社会发

展司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国家科委中国

国际科学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兼任

中国废水资源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998

年

9

月至

2001

年

7

月赴澳大利亚留

学，

2001

年

7

月回国后创业。

大华股份董事长

傅利泉

1967

年出生，浙江大学

EMBA

。为公司

主要创始人，历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2005

年

被安防协会聘任为“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

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2006

年被浙江省安

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聘任为“浙江省安全技

术防范行业专家”。 现任中国安全防范产品

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数字城市专业委员

会委员，浙江省安防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等。

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

女，

195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0

年

加入公司。 目前，董明珠女士还兼任民建

党中央常委， 全国妇联第十届执委会委

员，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经

济调查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广东省妇联

执委会委员，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等职务。

长城汽车董事长

魏建军

1964

年出生，

1999

年毕业于中共河

北省委党校企业管理专业。 曾于

1983

年

就职于保定地毯厂，

1984

年就职于保定

太行水泵厂。

1990

年加入保定长城汽车

工业公司

(

本公司前身

)

并担任总经理，

并于

1991

年承包长城汽车工业公司，自

2001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歌尔声学董事长

姜滨

1966

年出生，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

理硕士。 曾任潍坊亚光电子有限公司技

术经理，

2001

年创办了本公司。 姜滨先

生有

20

多年电声行业的丰富工作经验，

是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理事，山东上

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山东省劳动模范，

曾荣获山东省省长质量奖，潍坊市优秀

企业家等称号。

乐视网董事长

贾跃亭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贾跃亭先生于

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7

月任山西省垣曲县地

方税务局网络技术管理员；

1996

至

2002

年任

山西垣曲县卓越事业公司总经理；

2002

年创

建山西贝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03

年创建

北京西伯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04

年创建

本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云南白药董事长

王明辉

1962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

任宾川县医药公司主持工作副经理；昆明

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中美合资昆明

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昆明八

达实业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昆明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

云南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云药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万华化学董事长

丁建生

1954

年出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

MBA

。

历任烟台合成革总厂

MDI

分厂车间副主

任，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首席技术专家。现任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华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兼党委书记， 匈牙利宝思德化

学公司董事长兼

CEO

， 中国国家聚氨酯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

新华医疗董事长

赵毅新

女，

1956

年出生，大学文化，高级经

济师，山东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

中共十七大代表。

1993

年

3

月至

1998

年

8

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1998

年

8

月至

2001

年

3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1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海宁皮城董事长

任有法

1955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74

年至

1990

年在空军某部服役；

1990

年

至

1997

年历任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

场科副科长， 工商所所长；

1997

年至

2007

年

10

月止历任皮管委副主任， 党委书记，

主任；

1999

年至今历任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董事长。

汤臣倍健董事长

梁允超

1969

年出生，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高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1991

年毕业

于中南财经大学。

2002

年至

2008

年历任

广州佰健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

2008

年担任海狮龙董事长，

2008

年

9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长。

杰瑞股份董事长

孙伟杰

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

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中国煤炭经济学

院，大专学历。 历任烟台黄金技校团委

书记，学生科长，教务科长，烟台黄金实

业公司经理，烟台黄金经济发展公司总

经理，烟台金日欧美亚工程配套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执行董事。

保利地产董事长

宋广菊

女，

1960

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

学历，中山大学

EMBA

，工程师。 历任国

防科工委， 广州军区干部，

1993

年进入

保利地产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副总

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兼任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第16届（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

评选方法及标准

1. 综合榜：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

（100名）

评选方法：以规模、市值、成长性和股东回报为

评选指标。分别采用2013年收入、截至2013年年底

的A股公司总市值（同时在B股、H股市场上市的，

取各市场上市股份市值之和，未上市部分市值以A

股价格计算）、 近三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近

三年股东整体回报率四个指标，对符合条件公司分

别进行排名并据此赋予相应分值，对各指标得分加

权平均得出综合排名。

备选公司剔除2013年1月1日以后新上市的公

司、只有2013年一年有效财务数据的公司、2013年

每股收益小于0.1元的公司， 以及2011-2013年任

何一年净利润出现负值的公司。

对于具有过去4年有效财务数据的公司，近三

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的计算公式为[（2013年

主营收入/2010年主营收入）开三次方-1+（2013

年净利润/2010年净利润）开三次方-1]/2。有效财

务数据少于4年的公司，主要由于发生了重大重组

事项，因此按照重组成功后的年份计算增长率。 股

东整体回报率公式为 (复权期末股价-期初股价)/

期初股价，选取期限为3年。

指标权重：主营收入、总市值、成长性和股东回

报的权重分别为25%、25%、25%和25%。 入选公司

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2.专项榜：

（1）2013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20名）

评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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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3年度金牛基业常青公司（20名）

评选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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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3年度金牛最高效率公司（20名）

评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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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3年度金牛最佳分红回报公司

（20名）

评选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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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3年度金牛最佳中小成长公司

（20名）

评选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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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3年度金牛最佳创业成长公司

（20名）

评选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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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3年度金牛企业领袖（20名）

从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入榜公司的董事

长或总经理（总裁）中，根据入选领袖须任董事长

或总经理（总裁）职务3年以上、在任职上市公司

领取全职薪酬的门槛，筛选出金牛最佳企业领袖候

选人，最终根据企业的行业地位、企业发展与企业

领袖之间的关联性等评选出20位金牛企业领袖。

（8）2013年度金牛董秘（50名）

主要依据董秘与投资者沟通的效果， 将荣获

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的上市公司， 根据2013

年券商一致盈利预期与公司2013年实际业绩差

异， 剔除跟踪券商少于5家的公司后进行排序，剔

除任职期限少于1年的董秘，从排名靠前的公司董

秘中评选出最佳董秘。

以上所有奖项备选公司剔除期间发生借壳上市的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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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公司若被举报存在明显道德瑕疵且被

评委会核实，评委会有权剔除其获奖资格。

第十六届（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指导组

顾问

周道炯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 季晓南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盛来运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专家指导委员会

安青松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康 义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长

胡汝银 上交所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董 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王保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珏林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金立扬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席研究员

姜智敏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

2013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董秘奖揭晓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中国证券报2013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金

牛最佳董秘奖今日隆重揭晓，20位上市公司领导

人、50位上市公司董秘入选榜单。 该榜单是在中国

证券报2013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榜及基于财务

指标产生的六项专项榜基础上，经过上市公司金牛

奖评委会层层评选而产生。

评委会从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入榜公司

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中，根据入选领袖须任

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职务3年以上、在任职上

市公司领取全职薪酬的门槛，筛选出金牛最佳企业

领袖候选人，最终根据企业的行业地位、企业发展

与企业领袖之间的关联性等评选出20位金牛企业

领袖。

20位金牛最佳企业领袖中， 民生银行董事长

董文标、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万科总裁郁亮等

十位2012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再度当选2013

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 2013年度我国经济增速

放缓、海外市场需求尚未复苏，传统行业面临着需

求下降、成本上升等多方面挑战，但这些企业大多

已经处于行业龙头地位， 已经拥有了深厚的业绩

“护城河” 。

从行业分布方面，与去年相比，传统行业中的

最佳领袖还是集中在家电、金融、地产、医药、化工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如万华化学董事长丁建生、杰

瑞股份董事长孙伟杰、云南白药董事长王明辉、保

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等等。其中，万华化学是中国

目前唯一一家拥有MDI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

企业， 该项技术突破一举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封

锁， 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MDI制造技

术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目前，公司产品质量和单

位消耗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是亚太地区最大的

MDI供应商。 董事长丁建生目前还担任中国国家

聚氨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曾于2008年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3年

度该公司实现营收202.38亿元，实现净利润28.91

亿元。

大热的TMT板块上市公司高管成为2013年度

金牛最佳企业领袖的热门人选。乐视网董事长贾跃

亭、华谊兄弟董事长王忠军、东华软件董事长薛向

东等人首次入选。这些企业领袖的入选代表了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新兴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 同

时，这些企业领袖大多是企业创始人，为企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忠军王忠磊兄弟创立了华谊兄

弟，并将其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娱乐传媒集团

之一。 2013年该公司实现营收20.14亿元，实现净

利润6.65亿元。

工商银行、中国石化、九阳股份、碧水源、金地

集团等50家上市公司董秘荣获2013年度金牛最佳

董秘奖。 评委会主要依据董秘与投资者沟通的效

果，将荣获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的上市公司，

根据2013年券商一致盈利预期与公司2013年实际

业绩差异，剔除跟踪券商少于5家的公司后进行排

序，剔除任职期限少于1年的董秘，从排名靠前的

公司中评选出最佳董秘。

之所以要对比券商的一致盈利预期与公司实

际业绩，主要是看公司董秘是否尽量真实、准确、全

面、及时地向市场传达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如果遗

漏了关键信息或者刻意不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分析

师集体的盈利预测与实际的业绩必然会产生较大

偏差，有的甚至导致券商无法做出盈利预测。

第十六届（2013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委员会

主任：孙勇

副主任：王坚、段国选、马忠志、卫保川、闻召林

秘书长：闻召林 副秘书长：卢怀谦

委员：孙伶、曹志为、孔雪松、陆明丽、陈雪良、王泓、钱秋臣、李宏根、李巍

评选工作小组组长：卢怀谦

评选工作小组成员：李蔚、马朝阳、陶俊、彭运年、郭力方、柴静文、蒋洁琼

2013年度金牛最佳企业领袖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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