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市场绩效前 50 排名简析 

本文旨在简要分析《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市场绩效排名前 50》的

主要内容。榜单中，公司的市场绩效排名主要以其托宾 Q值为参照。江苏博信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华自行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位列榜单前五名。综合表格中所提供的各项数据和信息，《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市场绩效排名前 50》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 民营企业表现抢眼，在榜单的整体和头部位置均占主导地位 

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排名中的 50 家企业可分为四类，包括民营企业

（31 家）、国有企业（10 家，包括 6 家中央国有企业和 4 家地方国有企业）、公

众企业（6家）和外资企业（3家）。民营企业不仅在整体中数量最多，而且在市

场绩效前十的排名中，也占据了 6席，这六家企业分别是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威

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金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图 1：企业所有制形式占比 

 

二、 高新技术型企业市场绩效表现不俗，未来或更受投资者青睐 

在上榜的 50家企业中，所属行业类型可以分为七大类，包括信息技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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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行业、工业、可选消费品行业、日常消费品行业、材料行业和房地产行

业（详情见图 2），其中有 26家公司在 2017 年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书》（详

情见表 1），而其行业构成主要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

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生物技术和医药制造业。除此之外，这 26 家高

新技术型企业的平均托宾 Q 值达到 9.30。高托宾 Q 值，在一方面，意味着市场

对企业的价值表现出高估计或高预期，对企业扩大生产是利好的情况；在另一方

面，对投资者而言，高托宾 Q值通常意味着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图 2：行业占比 

 

表 1：2017 年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书》的公司 

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Wind 行业名称） 
市场绩效： 

托宾 Q 值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软件与服务--互联网软件与服务

Ⅲ--互联网软件与服务 
30.392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生

物科技Ⅲ--生物科技 
11.775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制

药--西药 
11.0567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材料Ⅱ--金属、非金属与采矿--金属

非金属 
9.6885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资本货物--电气设备--电气部件与设

备 
9.3806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消费--食品、饮料与烟草--食品--食品

加工与肉类 
9.2659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技术硬件与设备--通信设备Ⅲ-- 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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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技术硬件与设备--电子设备、仪

器和元件--电子元件 
8.9297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资本货物--电气设备--电气部件与设

备 
8.9095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制

药--中药 
8.7577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技术硬件与设备--通信设备Ⅲ--

通信设备 
8.7502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制

药--中药 
8.4721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生

物科技Ⅲ--生物科技 
8.4365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生

物科技Ⅲ--生物科技 
8.4025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制

药--西药 
8.265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生

物科技Ⅲ--生物科技 
8.2373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生

物科技Ⅲ--生物科技 
8.1700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选消费--汽车与汽车零部件--汽车零配件

--机动车零配件与设备 
8.1194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软件与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数

据处理与外包服务 
7.8804 

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技术硬件与设备--电子设备、仪

器和元件--电子设备和仪器 
7.716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制

药--中药 
7.2436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资本货物--电气设备--电气部件与设

备 
7.2109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软件与服务--软件--应用软件 6.9722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技术硬件与设备--通信设备Ⅲ--

通信设备 
6.9683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软件与服务--软件--家庭娱乐软

件 
6.9621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生

物科技Ⅲ--生物科技 
6.9258 

平均托宾 Q 值 9.3055 

 

三、 排名中华东地区的企业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排名前 50 的企业广泛分布于我国各个省市，其中有 4 家位于华北地区、22



家位于华东地区、5 家位于华中地区、10 家位于华南地区、5 家位于西南地区、

2 家位于西北地区、2 家位于东北地区。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经济发达的华东

地区的企业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占比 44%；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毗邻港澳

的华南地区占比也达到 20%；华中、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占比均较小（详

情见图 3）。 

 

图 3：地区分布占比 

 

四、 公司的市场绩效表现与公司规模之间并未反映出显著的相关性 

首先，上榜企业间的规模大小差异巨大。榜单中既有资产过千亿的行业巨头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1346亿元）一枝独秀；又存在总资产不到八千万的

小型企业（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356万元）独树一帜。除此之

外，榜单 50家企业的平均公司规模为 53.6 亿元，其标准差则为 191.3，这同样

证明了榜单企业间规模程度离散的现象。另一方面，不同等级规模的企业在榜单

中的分布也十分散乱，并未观察到公司市场绩效表现与公司规模之间存在正（或

负）相关关系。 

 

五、 市场绩效表现良好的企业普遍具有盈利能力，但也存在特殊情况 

在榜单的 50家公司中，2017年的资产回报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

和销售利润率（ROS）均为正值的公司共有 43 家；这 43 家公司的平均 ROA、平

均 ROE和平均 ROS分别为 8.34%、16.1%和 22.5%，三项数据均体现了上榜企业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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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异的营收能力。然而，排名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上榜企业的市场绩效表现

良好，但其盈利状况不佳，包括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亚太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

司；而这 7 家企业的平均 ROA、平均 ROE 和平均 ROS 则分别为-9.33%、-22.32%

和-21.58%。



央企市场绩效排名第一：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分析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新健康”，股票代码 000503）

是由中国国新控股的央企上市公司。国新健康的主营业务目前主要是为医院和医

保机构提供软件技术服务。在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的市场绩效排名中（依据托

宾 Q值），国新健康位列第四位（中央国有制企业第一位）。本文旨在简要分析国

新健康在 2017年具有良好市场绩效表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程为国新健康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发展机遇。

2005年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不仅参保人数逐年大幅增加，

参保范围也从大中城市向村镇扩展，这为国新健康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发展条件。

中商产业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到 2017 年底，中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到了 11.76 亿人，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7.2%。与此同时，国新健康的智

能医保审核服务则已经覆盖全国 24 个省/直辖市,近 200 个地市(医保统筹区),

其中已经落实签约审核服务的共有 149 个医保基金统筹单位,在全国医保统筹单

位中占比约 37.63%的份额,涉及参保人数 2.7 亿人,涉及医保基金统筹规模 5000

亿元以上,处于全国首位。 

 

二是国新健康较早的互联网企业定位，使其成功搭上了资本市场的“互联网

+”顺风车。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国办发[2000]16号）及其配套文件，要求“在药品购销

活动中，要积极利用现代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提高效率，降低药品流通费用”；

也就在同年，海虹控股（国新健康的前身）建立了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系统。此外，

早在 2003 年发布的 A股增发意向书上，海虹控股这样写道“本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9月…目前主要在数字娱乐、医药电子商务、化纤等领域投资”。因此，国新

健康实际上在很早就瞄准了互联网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医药电子商务所

积淀下来的药企和药房的资源，为海虹控股其后来延伸 PBM（医疗福利管理）事

业打下了基础。而近些年，随着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医疗”概念的追捧，作为



中国 PBM 的“老字号”， 海虹控股一度成为了风投机构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

括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2017 年末，在海虹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

国国新后，企业也更名为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然而，市场绩效上的优异表现，并不代表国新健康发展的将会一帆风顺。事

实上，由于没有良好的盈利能力作为支撑，国新健康的投资者们则逐渐从“狂热

追捧”中冷静了下来，而国新健康的股价却由 2016 年 11 月峰值的 59.5 元跌至

上月（2019 年 9月）最低点的 17元。



地方国企市场绩效排名第一：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分析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龙电业”，股票代码 600769）是葛

化集团于 1993 年在原热电厂的基础上，联合武汉华原能源物资开发公司、武汉

市电力开发公司等多家公司共同发起，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的

股份制企业。在 2017 年沪深两市 A股的市场绩效排名中（依据托宾 Q值），祥龙

电业位列于总榜第七名和地方国有制企业第一名。本文旨在简要分析祥龙电业在

2017年具有良好市场绩效表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祥龙电业应时而变，并欲再谋求重组转型机会。据祥龙电业此前年报介

绍，公司原先的主营业务为发电、供电、供汽、氯碱化工。然而，受 2009 年经

济危机影响,国内化工市场大幅度萎缩,截至三季度末,PVC、烧碱等基础化工价格

仍在低位徘徊,且仍呈下行趋势。因此，2013 年，祥龙电业进入了企业重大资产

重组后的转型期，公司拟从化工业务转型发展供水等园区公用配套业务，而目前

主营业务为供水和建筑安装工程。然而，祥龙电业的转型步伐并未停止。据其年

报显示，公司依然着力寻求优秀资产，通过资本运作，以实现二次重组与腾飞；

其目前接触、接洽公司的重组方包括部分优质的文化传媒公司、医疗公司、高科

技资产等。谋求企业转变的信息和举措是祥龙电业在资本市场上能赢得投资者关

注的原因之一。 

 

二是重大合同的达成提高了祥龙电业营利能力。2016年 10月，祥龙电业与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天马）签订了为期 5年的供用水合同，向

武汉天马供应工业用水。根据 2017年的公告，此次供水合同申报用水量为 1.5-

3 万吨/日，实际用水量以结算量为准，暂定价格为 3.39 元/吨。按照申报用水

量和价格计算，此次合同金额预计在 9280万至 18560万元之间，平均每年约 1856

万至 3712 万元。对于营业规模较小的祥龙电业而言，此次合同可谓是“特别重

大”，并且直接作用于公司的盈利能力。据财报显示，2016年祥龙电业实现营业

收入 2234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38 万元，同年净资产收益率（ROE）达



到 11.05%。 

 

综上所述，“企业转型”的投资利好消息和“重大合同”带来的利润率增长，

共同促成了市场对于祥龙电业的高预期和高估值。然而，也有证券分析师指出，

祥龙电业存在投资风险，其原因主要是：1. 祥龙电业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为企业

创收；2. 祥龙电业转型目标不明确，并且进展迟缓。事实上，于今年 5月，在

停牌半个多月后，祥龙电业宣告与软通动力的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关于“企业将

何去何从”这个萦绕祥龙电业多年的问题，原本逐渐清晰的答案再一次变得模糊

了。



民企市场绩效排名第一：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分析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于（简称：“大东海 A”，股票代码 000613）

1993年 4月 26日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住宿及

饮食业、摄影、花卉盆景等。在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的市场绩效排名（托宾 Q

值）中，大东海 A位列于总榜第二名和民营企业第一名。本文旨在简要分析大东

海 A在 2017年具有良好市场绩效表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大东海 A 受益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立。2010 年 1 月 4 日，国务院发

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至此，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正式步入正轨。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将在 2020 年将海南初

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从海南省旅游业的收入表现来看，2015

年后，海南旅游收入进入高速增长期，2016年海南旅游总收入达到 672.1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00 亿元，同比增长 17.4%。而 2017 年旅游总收入再创新高，突破

800 亿元，达到 811.99 亿元，增速突破 20%；该年海南接待旅客 6745.0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2%。过去五年时间里（2013年至 2017年），海南旅游总收入增长

89.5%。而大东海 A的主要资产是海南三亚的南中国大酒店,直接受益于国际旅游

岛的建设和发展。 

 

二是积极扩展营销渠道，大东海 A 盈利状况实现“回暖”。2017 年，大东

海 A在营销方面做出了多项努力，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在进一步巩固老

客户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网络市场、俄罗斯市场以及西南、华北、华东和华南

区市场；加强与境内外旅行社、知名网络销售平台以及一、二线城市直销旅行社

的合作力度；并且实行销售奖励、全员销售机制。上述举措都有效增加了大东海

A 的市场销售份额，其在 2017 年的境外销售收入、网络销售收入、会议团队和

旅行社散客销售收入同比明显增加。该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90.66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19.77 万元，增幅为 28.55%；净利润 285.9万元，同比增

幅更是达到 207.44%，实现了扭亏为盈（2016 年净收入为-266.11万元）。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造成大东海 A 在 2017 年市场绩效表现突出的主要原因

有两点：1.“海南国际旅游岛”项目的建设和海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大东海

A 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发展空间；2.由于采取了更加灵活的营销策略，大东海 A 

2017 年的盈利状况得以逐渐“回暖”，这对它的投资者而言都是利好的消息。

然而，作为市场绩效榜单中公司规模第二小的企业，大东海 A 的 2017 年资产合

计仅有 8747 万元，并且固定资产仅有 3908 万元（无形资产却达到 2301 万元），

这与其主营业务（住宿和餐饮业）的属性是相矛盾的。资产规模小和主营业务投

入不足，都可能成为未来大东海 A面临发展瓶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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