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董监高海外背景前 50 排名简析 

本文利用 Wind 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作为基础数据源，在剔除 ST 股之后，

最终生成 2017年 12 月 31日 3355家企业的董监高海外背景数据库。以企业中具

有海外背景人数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排名，最终得出了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

市公司董监高团队海外背景前 50。 

 

董监高团队是指：由组织中主要承担战略决策责任的高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

团队，是决定组织发展和影响组织绩效的核心群体，主要包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由于公司董监高团队承担着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责任，所以该团

队的质量对企业的存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化风

险和挑战，引进具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董监高人才是提高整个团队质量的重

要途径之一。 

 

一、 企业基本特征 

本文以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董监高团队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中

央国有企业（7家）、地方国有企业（2家）、公众企业（4家）、集体企业（1家）、

民营企业（27 家）、外资企业（9 家）。民营企业董监高团队海外背景占比最高，

高达 54%；外资企业作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国投资者独自投资经营的企业，

在董监高海外背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占比 18%；随着国企不断推进“走出去”

的国际化人才战略，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董监高团队，国企占

比 18%。 

 

图 1 公司所有制形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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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50 的企业广泛分布于我国各个省市，其中有 9 家位于华北地区、20

家位于华东地区、5 家位于华中地区、13 家位于华南地区、2 家位于西南地区、

1家位于西北地区、没有企业分布在东北地区。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经济发达

的华东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占比 40%；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毗邻港澳的华南地

区占比 26%；华北地区凭借着环渤海经济圈的辐射带动作用，占比 18%；华中、

西南、西北占比均较小。另外，非国有企业广泛于各个地区， 且主要分布在华

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国有企业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中地区。 

 

 
图 2 地区分布占比 

 

 

图 3 各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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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50的企业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主要分布在工业、材料、可选消费、

医疗保健等行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行业，占比高达 30%；16%的企业分

布在可选消费这一行业；工业和医疗保健均占比 14%。另外，与国有企业相比，

非国有企业更加广泛地分布在各行各业，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工业和可选消费；

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工业、材料和医疗保健行业，但是分布企业的数量较少。 

 
     图 4 行业占比 

 

 

图 5 各行业企业所有制形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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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监高团队基本特征 

根据排名前 50 的企业信息，50家上市公司共有高管成员 921人，平均年龄

分布在 43.0—60.9 岁之间。样本中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平均年龄

最小（43.0 岁）；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平均年龄最大（60.9 岁）。

样本中企业的董监高团队偏年轻化，平均年龄主要集中在 40—50岁，占比 56%；

50—60 岁也占有较大的比例（42%）。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年龄跨度比较大，董事

长的年龄位于39-72岁之间，总经理的年龄位于 41-66岁之间。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年龄偏小，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般

为 49 岁以上，而民营企业一般为 41 岁以上。50 家企业当中有 5 家企业的董事

长为外国国籍，这些企业主要为外资企业；有 8家企业的总经理为外国国籍，主

要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图 6 企业平均年龄占比 

 

三、 董监高团队海外背景特征 

50 家上市公司中具有海外背景的董监高共有 391人，约占 50家企业董监高

总人数 42.5%。董监高团队中具有海外背景人员占比分布在 35.3%-64.7%之间，

外资企业中，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占比最高，高达 64.7%；国有

企业中，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占比最高，为 60%；民营企业中，上海保隆汽

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比最高，为 58.8%。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拥有更多的外籍高管以及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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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董监高海外背景排名第一：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信息，

以具有海外背景人数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排名，央企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位

居第二，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数占比高达 60%。 

 

中国蓝星是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专业公司，是一家以化工新材料及

动物营养为主导的化工企业。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蓝星公司此时刚刚完

成在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战略布局。面对国内化工新材料领域整体技术水平较低的

现状，蓝星意识到仅凭国内的资源是无法与国际竞争对手抗衡的，所以为了获取

技术优势，蓝星开始探索以并购为主的国际化竞争之路。法国安迪苏公司成为蓝

星的第一个目标，安迪苏是全球第二大氨基酸生产企业，是唯一一家能同时生产

固体和液体氨基酸产品的企业，而这正是我国长久以来无法获取的技术。恰逢

2004 年全球爆发禽流感，氨基酸生产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安迪苏被挂牌

出售。蓝星公司看到了机会，在 2006年 1月以 4亿欧元收购法国安迪苏 100%股

权。2015 年安迪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在上交所上市的首家央企

并购的海外公司。上市之后安迪苏的治理架构得到进一步完善，而且能有利于资

本运作，为安迪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的融资平台，从而安迪苏能够获得更为长足

的发展。 

 

根据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信息，蓝星安迪

苏股份有限公司高居榜首。蓝星安迪苏有着较为年轻化的董监高团队，在由 15

人组成的团队当中，有 9人具有海外背景，该人数占团队总人数的比例高达 60%。

其中具有海外任职背景和求学背景的人数均为 5人，占比也均为 33.3%；外籍高

管占比为 26.7%。2017 年调查信息显示蓝星安迪苏时任董事长为年过七旬的

Gerard Deman。作为安迪苏的灵魂人物，Gerard 于 2018年 9月卸任董事长一职，

他曾表示：与其他跨国并购不同的是，安迪苏在被并购之后，不仅没有裁员，而

且公司原有的管理层都被留任，正是蓝星的这一份信任才使得安迪苏获得现在的



成功。蓝星集团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明确的原则，即在企业运营管理和产业技术发

展方面，给予法方团队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这一原则也确保了在被收购之后，

安迪苏依然可以保持氨基酸行业全球领先者的地位；时任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

建新始终认为“文化融合和协同效应”是实现国际并购的秘诀，这一点在蓝星安

迪苏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表明蓝星安迪苏董监高团队海

外背景的状况一方面根源于原法国安迪苏集团的管理层，另一方面契合了蓝星集

团铺设全球化产业道路的目标。 

 

中国化工并购法国安迪苏是央企海外并购的成功案例之一，是本土企业向国

际化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探索，这为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

的途径。 

  



地方国企董监高海外背景排名第一：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 2017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信息，

以具有海外背景人数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排名，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地

方国有企业当中位居第一，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数占董监高团队总人数的 47.4%。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沪港两地上市的全国性国有控股医药

产业集团。作为上海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龙头产业，上海医药集团主营业务覆盖

医药研发、工业、分销与零售。在研发领域，坐拥中央研究院、3家国家级技术

中心和 14家省（市）级技术中心的上海医药集团截至 2018年底累计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 442件；同时上海医药着力全球布局，与高端研发平台共同建立起互动一

体化的全球创新平台体系。在工业制造领域，上海医药工业制造覆盖化学和生物

药品、现代中药和保健品、医疗器械等领域；在国内 10 个省市及海外建有制造

基地；公司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全部通过新版 GMP认证。在分销领域，上海医药分

销规模位列全国前三，分销网络覆盖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分销服务

以医院纯销为主，覆盖各类医疗机构超过 2 万家。在零售领域，上海医药零售销

售规模居全国药品零售行业前列，业务覆盖 16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品牌连

锁销售药房超过 2000 家。上海医药集团正从一家高度市场化的国企变成一个高

度资本化、国际化的国企。 

 

以董监高团队中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数占比为排名依据，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位居地方国有企业榜首。上海医药的董监高团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

团队平均年龄为 52.2 岁，其中董事长周军 49 岁，总经理左敏 57 岁。整个团队

有 19 人，其中有 9 人有海外背景，占比达 47.4%。在具有海外背景的董监高当

中，3人有海外任职经历，8人有海外求学经历，外籍高管的人数偏少，仅占 5.3%。

上海医药集团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状况与上海医药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相关。作

为大型国有企业，上海在不断地探索中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体系，随之实现研发、

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生产技术不断提升，但是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实现改革



创新是上海医药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经之路。具有海外背景的董监高由于接受过多

个国家文化的熏陶，在多文化碰撞之下能够保持思维的活跃性，这无疑可以帮助

国有企业破除束缚发展的障碍。2017年 6月中国加入 ICH，标志着国内医药行业

标准正不断与国际接轨，也将带动上海医药未来整个质量体系完全按照国际化标

准运行。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2017 年上海医药与美国 INOVA HEALTH SYSTEM

成立了首家美国中医中心，逐步形成“收管/托管中医医院、自建中医门诊连锁、

布局海外中医诊所”的业务模式。2018 年通过收购组建美国上药费城实验室作

为海外高端制剂研发平台、启动美国研发中心等举措都致力于建立全球创新平台

体系。上海医药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状况正契合了其国际化发展战略。 

  



民企董监高海外背景排名第一：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分析 

 

在民营企业当中，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第一，其董监高团队

中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数占比高达 58.8%。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为一体的公司，创

立于 1997 年，并于 2017年 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立足于汽车行

业，逐渐向汽车智能化和轻量化方向发展。保隆科技的生产、研发、销售分支机

构分布较广，上海、安徽、武汉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地均有分布，在 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有经销商。早在 1997 年公司创立之初，公司就十分注重研发和国际

化发展。在研发领域，截至 2019 年 3 月保隆科技及其子公司拥有国内国际专利

112项，其中发明专利 22项，实用新型专利 80项；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保隆科技多次承担了国家创新基金项目；在国际化发展领域，2000 年初就

着手在欧美各国建立销售网点并逐步跨入上汽通用、美国福特等各大车厂原配供

应商行列，随后建立起数家海外分支机构和全球仓库，由此初步建立起全球经营

格局。 

 

根据 2017 年收集到的关于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董监高团队的信息，保隆科技

拥有一支年轻化的董监高团队，团队平均年龄仅为 46.9 岁，其中董事长陈洪凌

45 岁，总经理张祖秋 44 岁，这一特征符合人才适当搭配的合理需要。在由 17

人组成的董监高团队中，有 10 人具有海外背景，占比高达 58.8%，其中有 5.9%

的外籍高管。具有海外背景的成员均接受过海外教育，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

管保隆科技在董监高海外背景中位列民营企业第一，但在排名前 50 的民营企业

中，保隆是唯一一家董监高团队中缺乏具有海外任职背景成员的公司。丰富的海

外工作经验可以帮助海归时刻保持对行业国际前沿动态的敏感度，还可以将先进

的海外管理技术与经验引进到国内企业中，这说明保隆科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董

监高团队的构成。 

 



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有助于企业应对来自全球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

与挑战。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汽车行业，并波及部分以出口为主

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主要动力是内需，受进出口贸易的

影响不大；海外业务营收占比高且主要依赖出口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会受到较大的

影响。作为为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美国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的保隆科技在此

次贸易战当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面对此次危机，保隆董监高团队对全球化部署

作出一系列调整：逐渐转型升级为生产汽车智能网或物联网设备的科技型公司；

采用无线传感技术的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压力传感器、360 环视系统等

汽车电子产品未来将成为保隆科技业务收入主要来源，而这些产品主要针对国内

市场，另外 TPMS 产品可以经由墨西哥出口到美国，从而降低贸易战的影响。可

见高管国际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抵御国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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