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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反映行业冷暖

方大系再造“打工皇帝”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于蒙蒙

随着年报披露渐近尾声，上市公司高管2018年薪酬数据出炉。截至4月29日晚8点，在约3400家披露了2018年年报的上市

公司中，24690名上市公司高管获取薪酬合计超过255.6亿元。 2187家上市公司高管整体薪酬同比上涨，约占目前公布年报公

司的65%。 2018年行业分化加剧，哪些行业公司高管薪资逆势上扬，哪些高管紧缩薪酬与上市公司共克时艰？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行业薪酬总额、高管年薪均值、董事年薪均值等维度，梳理统计了2018年上市公司高管的收成情况。

122家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意见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9日晚，122家上市

公司2018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 审计意

见，占已披露年报数量的3.6%。 其中，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公司13家， 这些公司大多面临多重风

险，部分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梳理发现，持续经营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缺乏

合理性、涉及重大案件诉讼、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负债率高企是上述公司被出具“非标” 审计意见

的主要原因。

原因不一

截至4月29日， 在约3400家披露了2018年年报

审计报告的A股公司中，122家公司被出具 “非标”

审计意见，占比3.6%。 其中，13家公司被审计机构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41家被出具保留意见，

68家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122家公司中，58家公司2017年年报同样被出

具了“非标” 审计意见。 其中，*ST凯迪、千山药机、

*ST保千3家公司2017年和2018年年报均被审计机

构出具无法表示的审计意见。 年报披露后，上述3家

公司均发布了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公告。

以*ST凯迪为例，公司公告称，根据规定，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后， 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交易所有权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 4月29日，深

交所对公司股票实施了停牌处理， 并在停牌后十五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千山药机则面临“双重” 退市风险。 公司2017

年、2018年年报均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其股票上

市。此外，2018年末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根据

规定，交易所可以暂停其股票上市。

业内人士指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

留意见、 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这四类非标审计

意见，严重程度依次增加。 其中，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 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相关公司股票将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摘帽” 之路坎坷

截至目前，13家公司2018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其中包括多家已经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ST和ST类上市

公司。 这些公司原本就坎坷的“摘帽”之路，增加了

更多不确定性。

以ST印纪为例， 公司4月28日晚间公告，因

2018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

票自4月29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4月30日开市起复

牌。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

由“ST印纪”变更为“*ST印纪” 。

公司表示，被出具“非标” 审计意见，主要由于

公司持续经营和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审计报告显

示，ST印纪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中期票据、

公司债券、 银行借款及供应商欠款等均出现逾期，

员工大量离职并已拖欠工资，生产经营停滞。 公司

表示，将通过回收应收账款、加速处理存货的基础

上， 优先恢复部分现金流较为稳定的生产业务，以

解决公司的持续经营问题。 同时，公司将积极与债

权人协商债务偿还计划，消除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

告所涉事项。

多数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公司面临多重风

险。 以*ST雏鹰为例，公司资金短缺，无法偿付到期

债务，涉及较多司法诉讼，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资产

被司法冻结。 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持续经

营存在不确定性，被审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审计报告。 4月26日起，公司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 特别处理， 股票简称由 “雏鹰农牧” 变更为

“*ST雏鹰” 。

4月25日晚，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获悉上述人员通过信托计划

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平仓风险。

持续经营能力存疑

梳理发现，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计提大

额资产减值准备缺乏合理性、涉及重大案件诉讼、被

证监会立案调查、 负债率高企是上述公司被出具

“非标”审计意见的主要原因。

部分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遭到质疑。 以邦讯技术为例，公司2018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为1.73亿元，同比下降44.3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亿元，上年同期为

-1.42亿元。

审计报告显示， 公司2018年度发生净亏损4.38

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4.76亿元，每股净资产为0.65元，公司出现流动

性经营困难，部分银行存款账户被冻结，到期债务无

法支付、不能正常生产经营。 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

存在可能导致对邦讯技术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对邦讯

技术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缺乏合理性， 成为上市

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一大原因。以信威集

团为例，公司2018年度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

报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表示，信威集团2018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4.47亿元， 较2017年度大幅增

加。截至公告日，未能取得用于判断上述减值测试结

果合理性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认相

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同时，对部分存货未

能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

项重大不确定性。

有的公司涉及债务诉讼较多。 以*ST凯迪为例，

截至2019年4月18日， 公司逾期债务共计124.19亿

元，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涉诉讼、 仲裁案件合计

844件。

28家*ST公司面临暂停上市风险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4月29日晚8点，28家

*ST公司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此外，乐视网、ST保千、

千山药机、*ST皇台、*ST德奥等公司明确表示已触

及暂停上市条件， 等待交易所做出是否暂停上市的

决定。 而*ST长生因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条款，已

于今年3月15日起被暂停上市。

连续亏损

根据规定， 若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被

暂停上市。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已连续两年亏

损的公司共有62家。其中，*ST皇台2018年仍将延续

亏损。 此外，7家公司尚未公布2018年年报。 根据此

前的业绩预告，*ST众和、*ST上普、*ST海润、*ST华

泽2018年将延续亏损。

根据交易所规则， 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出现净

利润亏损的， 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 目前A股有5只暂停上市股票， 包括*ST华泽、

*ST众和、*ST长生、*ST海润、*ST上普。

*ST上普公告显示， 公司计划在取得上交所终

止上市批准后， 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

*ST凯迪2017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根据深交所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7月

2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2018年，*ST凯迪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后， 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深交所

有权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 深交所将自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即2019年4月29日起， 对公司股

票实施停牌， 并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净资产为负

根据深交所规定， 创业板股票若最近一年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包括对以前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进行追溯调整， 导致最近一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

负），将被暂停上市。

4月26日，乐视网和千山药机双双发布年报，并

同时发布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因

净资产为负等原因触发暂停上市风险， 乐视网和千

山药机已停牌，深交所将在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

出是否暂停股票上市的决定。

从创业板公司情况看， 欣泰电气因造假已于

2017年被强制退市；金亚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

等违法行为，已于去年8月被实施停止交易。 金亚科

技今年4月12日晚公告， 公司股票可能暂停上市或

终止上市。

而*ST保千、*ST众和、*ST皇台、*ST德奥等公司

已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这些公司可能被暂停上市。

*ST保千4月26日公告称，因公司2017年、2018

年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

的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自4月26日起连续停牌。 上交

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

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ST皇台4月26日公告称，因连续亏损三年且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公司股票将自4

月26日开市起停牌，深交所将自公司股票停牌后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

定。 *ST皇台2018年度亏损9548.15万元。

薪酬上涨

整体来看，行业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当年景气程度与高管薪资变化密切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2个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酬总额呈

增长态势，6个行业同比下滑。钢铁、有色金属、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资涨

幅居前， 同比分别增长51.11%、29.41%、19.93%， 薪酬总额分别增加1.38亿元、

1.87亿元和3.77亿元。 前些年风光无限的传媒业，2018年高管薪资总额同比大幅

缩水5310万元，位居各行业降薪之首。

从以往数据看，钢铁、有色金属企业高管薪酬增速一般。 但从近两年情况看，

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供给收缩，钢铁、有色行业上市公司定价权进一步加强，

产品价格上涨，上市公司利润大幅改善，使得这些公司整体薪酬水平较以往有所

改善。尽管近年来受医保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医药行业增速降低，行业格局面临

重塑压力。但医药生物行业高管涨薪一向较为“给力” ，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资涨

幅多年来位于前列，主要由于行业特性，以及高水平管理销售人员和专家对公司

业绩往往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行业方面看，非银金融、房地产和钢铁成为高薪资水平的代表。在前三名高

管报酬均值中，非银金融以703万元位列第一；房地产业以512万元位列第二；钢

铁行业位列第三，前三高管报酬均值为493万元。 不过，整体看钢铁行业高管高薪

水平主要由方大特钢一家拉动作用较大。 剔除方大特钢后，行业上市公司前三名

高管报酬均值排名在28个行业中明显下降。 从前三名高管的年度薪酬总额看，医

药生物、化工和电子行业位居前三位，分别为8.6亿元、7.4亿元和7亿元。

虽然高管薪资与上市公司业绩密切相关，但有的公司净利润或营业收入同比

下滑， 而高管薪酬却在增长。 Wind数据显示， 美都能源董事长2018年收入为

225.23万元，2017年为104.5万元， 同比增长超过1倍。 高管薪酬则从2017年的

1004万元增长至2018年的1210万元，同比增幅超过两成。 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18.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超过10亿元。 2017年，公司归

母净利润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均超过1亿元。东晶电子董事长薪资从2017年的24

万元暴涨至2018年的96万元，同比增长3倍，相关高管薪资同比也有所增长。 不

过，公司2018年营收同比下降23.63%，归母净利润亏损超过7800万元。 此外，ST

大洲、安彩高科、*ST鹏起等公司均存在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而董事长仍享受薪

酬较大幅度提高的待遇。

年薪千万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1家上市公司董事长2018年年薪超过千万元。

方大炭素董事长党锡江以4076.97万元在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排名中居前

（其中4000万元是2017年分配的奖金）。排名第二位的则是方大特钢董事长谢飞

鸣，2018年薪酬总额为3169.67万元。2013年至2015年，方大特钢时任董事长钟崇

武连续三年问鼎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薪排名榜，稳坐“打工皇帝”位置。

除了“方大系” 公司，房地产、医药、消费品龙头企业是高薪董事长“扎堆” 领

域。 鹏鼎控股、金科股份、药明康德、迈瑞医疗、伊利股份、复星医药、奥美医疗、万

科A和中南建设等公司董事长2018年年薪均过千万元。 从近年来的数据看，迈瑞

医疗、复星医药、万科A等公司董事长长期位于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榜排名前列。

从“方大系” 公司董事长近年来多次荣登“最赚钱董事长” 的情形看，偏职业

经理人类型的董事长收入主要取决于当年上市公司业绩完成情况。 其中，方大炭

素在2018年年报中指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和个人绩效紧密挂

钩，绩效目标的确定、日常薪酬管理、绩效评价、绩效结果与薪酬挂钩等机制均按

照规范的流程运作。 2018年， 方大炭素实现销售收入116.51亿元， 同比增长

39.52%，实现净利润55.93亿元，同比大增54.48%，创历史新高。 公司加强主业，积

极向上下游拓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石墨电极行业龙头企业。

方大特钢2018年业绩增长程度逊色于方大炭素。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86亿元，同比增长23.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9.27亿元，同比

增长15.26%。 2018年，房地产新开工水平保持高位，持续拉动长材消费；供给端则

受到环保限产等因素影响，供需双向拉动，螺纹钢业务盈利延续高位。螺纹钢是公

司利润核心来源，2018年实现毛利30.82亿元，占比54.24%。 不过，受2017年高基

数的影响，方大特钢业绩增速有所下滑。 2019年一季度，受钢价下降和上年同期

业绩高基数的影响，多家上市钢企净利同比下滑。其中，方大特钢一季度实现净利

润4.7亿元，同比下降15.6%。

“分文不取”

数据显示，432家上市公司董事长2018年的薪资为0，年薪低于10万元的董事

长504位。 业内人士指出，部分董事长由政府官员兼任，因为体制约束，不在上市

公司拿取报酬。 更多的情况则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兼任多职或拥有股权，或者在关

联企业领取薪酬。 另外，有些高管中途离任，导致报酬水平偏低。

以巨化股份为例，董事长胡仲明自2014年11月任职以来，就没有在公司领取

薪水。 胡仲明还有另一重身份，系衢州市市委常委、巨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在其分工介绍中，胡仲明主持巨化工作，受市委委托协调与巨化统筹发展中的

关系。 巨化集团系浙江省国资委下属企业，同时也是巨化股份的控股股东。

西部证券董事长徐朝晖同样未在上市公司领取薪水。徐朝晖现任陕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2年6月至2019年3月，徐朝晖一直担任西部信托有限公

司董事长。 西部信托与西部证券的大股东均为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有的上市公司董事长“象征性”地领取薪水。 2018年6月，邓代兴走马上任永

吉股份董事长。 不过，其薪水仅为0.7元；而上一任董事长邓维加年薪为100万元。

邓维加与邓代兴是父子关系，两人控制永吉股份。 邓代兴在多家公司任职。 2007

年至今，担任贵州永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2007年至今，担任贵

阳黄果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至今，担任上海新兴财富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事务合伙人；2016年至今，担任上海叁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17年至今，担任贵州赛尔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反映行业冷暖

方大系再造“打工皇帝”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于蒙蒙

随着年报披露渐近尾声，上市公司高管2018年薪酬数据出炉。 截至4月29日晚8点，在约3400家披露了2018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24690名上市公司高管获取薪酬合计超过255.6亿元。 2187家上市公司高管整体薪酬同比上涨，约占目前公布年报公司的65%。 2018年行业分化加剧，哪些行业公司高管薪资逆势上扬，哪些高管紧缩薪酬与上市公司共克时艰？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行业薪酬总额、高管年薪均值、董事年薪均值等维度，梳理统计了2018年上市公司高管的收成情况。

薪酬上涨

整体来看，行业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当年景气程度与高管薪资变化密切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2个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酬总额呈增长态势，6个行业同比下滑。 钢铁、有色金属、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资涨幅居前，同比分别增长51.11%、29.41%、19.93%，薪酬总额分别增加1.38亿元、1.87亿元和3.77亿元。 前些年风光无限的传媒业，2018年高管薪资总额同比大幅缩水5310万元，位居各行业降薪之首。

从以往数据看，钢铁、有色金属企业高管薪酬增速一般。 但从近两年情况看，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供给收缩，钢铁、有色行业上市公司定价权进一步加强，产品价格上涨，上市公司利润大幅改善，使得这些公司整体薪酬水平较以往有所改善。 尽管近年来受医保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医药行业增速降低，行业格局面临重塑压力。 但医药生物行业高管涨薪一向较为“给力” ，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资涨幅多年来位于前列，主要由于行业特性，以及高水平管理销售人员和专家对公司业绩往往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行业方面看，非银金融、房地产和钢铁成为高薪资水平的代表。 在前三名高管报酬均值中，非银金融以703万元位列第一；房地产业以512万元位列第二；钢铁行业位列第三，前三高管报酬均值为493万元。 不过，整体看钢铁行业高管高薪水平主要由方大特钢一家拉动作用较大。 剔除方大特钢后，行业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报酬均值排名在28个行业中明显下降。 从前三名高管的年度薪酬总额看，医药生物、化工和电子行业位居前三位，分别为8.6亿元、7.4亿元和7亿元。

虽然高管薪资与上市公司业绩密切相关，但有的公司净利润或营业收入同比下滑，而高管薪酬却在增长。 Wind数据显示，美都能源董事长2018年收入为225.23万元，2017年为104.5万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 高管薪酬则从2017年的1004万元增长至2018年的1210万元，同比增幅超过两成。 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8.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超过10亿元。 2017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均超过1亿元。 东晶电子董事长薪资从2017年的24万元暴涨至2018年的96万元，同比增长3倍，相关高管薪资同比也有所增长。 不过，公司2018年营收同比下降23.63%，归母净利润亏损超过7800万元。 此外，ST大洲、安彩高科、*ST鹏起等公司均存在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而董事长仍享受

薪酬较大幅度提高的待遇。

年薪千万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1家上市公司董事长2018年年薪超过千万元。

方大炭素董事长党锡江以4076.97万元在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排名中居前（其中4000万元是2017年分配的奖金）。 排名第二位的则是方大特钢董事长谢飞鸣，2018年薪酬总额为3169.67万元。 2013年至2015年，方大特钢时任董事长钟崇武连续三年问鼎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薪排名榜，稳坐“打工皇帝”位置。

除了“方大系”公司，房地产、医药、消费品龙头企业是高薪董事长“扎堆”领域。 鹏鼎控股、金科股份、药明康德、迈瑞医疗、伊利股份、复星医药、奥美医疗、万科A和中南建设等公司董事长2018年年薪均过千万元。 从近年来的数据看，迈瑞医疗、复星医药、万科A等公司董事长长期位于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榜排名前列。

从“方大系”公司董事长近年来多次荣登“最赚钱董事长”的情形看，偏职业经理人类型的董事长收入主要取决于当年上市公司业绩完成情况。 其中，方大炭素在2018年年报中指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和个人绩效紧密挂钩，绩效目标的确定、日常薪酬管理、绩效评价、绩效结果与薪酬挂钩等机制均按照规范的流程运作。 2018年，方大炭素实现销售收入116.51亿元，同比增长39.52%，实现净利润55.93亿元，同比大增54.48%，创历史新高。 公司加强主业，积极向上下游拓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石墨电极行业龙头企业。

方大特钢2018年业绩增长程度逊色于方大炭素。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2.86亿元，同比增长23.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9.27亿元，同比增长15.26%。 2018年，房地产新开工水平保持高位，持续拉动长材消费；供给端则受到环保限产等因素影响，供需双向拉动，螺纹钢业务盈利延续高位。 螺纹钢是公司利润核心来源，2018年实现毛利30.82亿元，占比54.24%。 不过，受2017年高基数的影响，方大特钢业绩增速有所下滑。 2019年一季度，受钢价下降和上年同期业绩高基数的影响，多家上市钢企净利同比下滑。 其中，方大特钢一季度实现净利润4.7亿元，同比下降15.6%。

“分文不取”

数据显示，432家上市公司董事长2018年的薪资为0，年薪低于10万元的董事长504位。 业内人士指出，部分董事长由政府官员兼任，因为体制约束，不在上市公司拿取报酬。 更多的情况则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兼任多职或拥有股权，或者在关联企业领取薪酬。 另外，有些高管中途离任，导致报酬水平偏低。

以巨化股份为例，董事长胡仲明自2014年11月任职以来，就没有在公司领取薪水。 胡仲明还有另一重身份，系衢州市市委常委、巨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在其分工介绍中，胡仲明主持巨化工作，受市委委托协调与巨化统筹发展中的关系。 巨化集团系浙江省国资委下属企业，同时也是巨化股份的控股股东。

西部证券董事长徐朝晖同样未在上市公司领取薪水。 徐朝晖现任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2年6月至2019年3月，徐朝晖一直担任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西部信托与西部证券的大股东均为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有的上市公司董事长“象征性”地领取薪水。 2018年6月，邓代兴走马上任永吉股份董事长。 不过，其薪水仅为0.7元；而上一任董事长邓维加年薪为100万元。 邓维加与邓代兴是父子关系，两人控制永吉股份。 邓代兴在多家公司任职。 2007年至今，担任贵州永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2007年至今，担任贵阳黄果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至今，担任上海新兴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事务合伙人；2016年至今，担任上海叁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至今，担任贵州赛尔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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