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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财立方联合多家单位 深读全省资本市场全貌

河南首份上市公司白皮书出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资本市场在经济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一个地区上市公司的整体发展情况，则直接反映着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
5月13日，《河南上市公司白皮书（2020）》（以下简称《白皮书》）正式发布，这是首次以白皮书形式深入研究河南上市公司群体特征的专业报告。《白皮书》由河南证监

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河南上市公司协会出品，中信证券和中原证券联合出品，财立方智库特别呈现。
记者注意到，《白皮书》对河南上市公司进行了全方位关注，从板块、地区和行业分布，到经营业绩、市场表现以及融资和并购重组情况、国际化经营和市场风险因素等

展开研究，立体化呈现河南上市公司整体情况。除了相对宏观的观察，《白皮书》还从微观入手，特别对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典型案例、具体发展指标等进行关注，凸显出较强
的实用性，有利于外界和投资者正确认识河南上市公司。

河南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分布（2019年末）

A股公司数量居全国第12位
民营企业占半数以上

2019年，对河南资本市场来说是
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中原经济大
省的厚土培植和资本市场改革孕育
下，尽管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河南
上市公司整体依然展现出勃勃生机。

截至2019年底，河南境内外上
市企业120家。其中河南A股上市
公司81家，较2018年末的79家增
加了2家，总数位列全国第12位，中
部六省第4位。

从河南A股上市公司板块分布
来看，主板公司40家，占据半壁江
山，中小板公司26家，创业板公司14
家，科创板公司1家。

河南上市公司中中央国企、地方
国企、民营企业、公众企业以及外资
企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10家、
21家、44家、5家以及1家。

据《白皮书》统计，河南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占比为38.27%，且经营规
模较大，多集中在主板，起到了有效
引领河南上市公司发展的作用。与
民营企业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占比较高不同，国
有上市公司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与
专用设备制造业占比最高，均为
9.68%。

河南省民营上市公司占比为
54.32%，显示出河南民营经济蓬勃
发展之势。从各地区民营企业分布
情况来看，巩义市、濮阳市、新郑市、
偃师市、长葛市、林州市、孟州市、商
丘市、项城市、周口市上市公司均为
民营企业，占比均为100%。

河南上市公司在地区分布上，呈
现“一超多强”的局面，即以郑州为中
心聚焦的特征。

根据《白皮书》统计，郑州以30家
上市公司的数量领跑全省，洛阳、焦
作分别以11家、7家分列2至3位，许
昌、南阳均以5家并列全省第4位。

从所处行业来看，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
及医药制造业的公司数量最多，分别
为6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均
为5家；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上市
公司均为4家。其他行业上市公司
均小于等于3家。

《白皮书》指出，河南上市公司以
传统行业居多，整体位于价值链中低
端，体现出河南经济发展不平衡、科
技创新不足等问题。

股权融资764多亿，增幅近8倍
利用资本市场谋发展意识增强

据《白皮书》统计，2019年，河南
A 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总额为

764.60亿元，较2018年增加677.51
亿元，增幅高达777.94%。股权融资
规模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7位，较
2018年前进9名，占总融资规模的
6%，较 2018 年上升了 5.2 个百分
点。这主要源于河南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规模的大幅增长，也体现出河南
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谋发展的意
识不断增强。

首发融资方面，2019年，河南共
有两家公司实现A股IPO上市，分别
为洛阳的建龙微纳（科创板）和郑州
的天迈科技（创业板）。两家公司首
发募集资金分别为6.26亿元、3亿
元，合计9.26亿元，占全国首发募资
总额的0.37%，排在全国第21位。

股权再融资方面，2019年完成
增发融资4家（不含重大资产重组配
套融资），均为非公开发行，融资规模
合计73.15亿元。

并购重组方面，2019年，河南上
市公司共完成重大资产重组7单，交
易金额682.18亿元。

2019年，河南有14家上市公司
通过发行债券（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
市场）融资，融资总额达1498.86亿
元，占河南企业发债募资总额的
27.05%；发债数量为303只，占河南
企业发债数量的21.43%。

从发行主体来看，郑州银行因为
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共发行277只同
业存单及1只绿色金融债，分别融资
1255.80亿元、20亿元，融资额占河
南 上 市 公 司 债 券 融 资 规 模 的
85.12%。除郑州银行外，平煤股份
募资金额最高，共发行6只债券，募
资52亿元；其次为中原证券，发行3
只债券，募资45亿元。

超九成实现盈利
平均研发支出为1.78亿元

《白皮书》显示，河南上市公司
2019年度营业收入总计5750.06亿
元，平均营业收入70.99亿元。

其中，营业收入过 500 亿元 2
家，200亿元到500亿元的5家，100
亿元到200亿元的10家，50亿元到
100亿元的15家，20亿元到50亿元
的18家，1亿元到20亿元的30家，
低于1亿元的有1家（ST宏盛）。

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为洛阳钼
业686.77亿元。其他营业收入较高
的企业均为有色金属、煤炭、专用设
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市公司。

近年来，河南A股上市公司中逐
渐出现一批技术先进、资产规模轻、
细分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上市公司，但
其营业收入不高，多在20亿元以下。

河南上市公司2019年度累计实
现净利润332.64亿元，平均净利润
为4.11亿元，其中净利润超过20亿
元的有4家（牧原股份、双汇发展、郑
州银行、龙蟒佰利）；10亿元以上20

亿元以下的有8家；1亿元以上10亿
元以下的有36家；1亿元以下的有
33家，其中有8家净利润为负。上市
公司中净利润排名第一的为牧原股
份。

河南上市公司 2019 年度相比
2018年度扭亏为盈的上市公司13
家，由盈转亏的上市公司6家，连续
两年亏损的2家（*ST银鸽、*ST林
重）。

河南上市公司的业绩背后，一个
重要特征是对研发的逐步加强。

《白皮书》显示，河南上市公司
2019年度累计研发支出144.47 亿
元，平均研发支出为1.78亿元，其中
研发支出超过10亿元的2家（郑煤
机、宇通客车）；5亿元以上10亿元以
下的2家（中航光电、许继电气）；1亿
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33家；1亿元以
下的 44家（其中，无研发支出的 6
家）。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超过10%的有9家，平均研发支出总
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为4.36%。

持续的高研发投入，推进了上市
公司技术的升级与进步，也有力保障
了上市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优势地
位。

截至4月30日财报数据显示，
河南省已披露研发投入的77家豫股
中，有37家企业的研发支出超过1
亿元；在研发人员数量方面，7家企
业研发人员数量过千，其中中航光
电、宇通客车、许继电气、中信重工和
郑煤机的研发人员规模均超过2000
人。

79%豫股股价上涨
总市值1.01万亿元

河南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如何？
《白皮书》显示，2019年，河南板

块指数涨幅39.18%（总市值加权平
均，下同），跑赢大盘指数16.88个百
分点，在全国地域板块中仅次于贵州
板块、四川板块、安徽板块和广东板
块，位居第五。

河南省81家上市公司中64家
公司股价实现上涨，占比79.01%。

据央行报告，2019年，沪、深两
市上市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额127.4
万亿元，同比增长40.7%。河南上市
公司成交额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38.79%，占全国比例为1.8%，位居全
国第12位。

河南上市公司股票全年成交额
超 过 1000 亿 元 的 有 4 只 ，占 比
4.94%，分别是牧原股份（2794.53亿
元）、洛阳钼业（1182.48亿元）、双汇
发展（1093.93 亿元）和华兰生物
（1011.32亿元）。

《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末，
河南上市公司总市值为 1.01 万亿
元，位居全国第12位。

从上市板块来看，40家主板上

额超过1亿元的达到了20家，分
红金额 1亿元以下的企业有 36
家，未实施分红的企业 24 家。
2019年度实施分红的河南上市公
司中，实施现金分红比例超过
50%的公司有12家，平均现金分
红比例为38.28%。

近20家为“隐形冠军”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

河南上市公司中，分布着数
量众多的行业龙头企业和细分行
业隐形冠军，不仅代表了自身发
展实力，也折射了河南在全国的
产业优势。

例如，牧原股份为国内生猪
养殖龙头企业；郑煤机是一家立
足中国、面向全球的高端装备制
造集团；中国最大的肉类供应商
双汇发展；宇通客车是世界单厂
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条件最先进
的大中型客车生产基地；洛阳钼
业是全球领先的钼、钨、钴、铌、铜
生产商；华兰生物是国内血液制
品行业龙头等；轴研科技是国内
航天特种轴承行业龙头，市场遍
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航
光电是国内最大军用连接器制造
商，产品远销欧洲、美国、加拿大、
韩国、印度等海外30多个国家和
地区；豫光金铅是有色金属行业
能效标杆企业；安图生物是国内
第一家在主板上市的体外诊断生
产企业；濮耐股份是国内耐火材
料制品龙头企业；远东传动是国
内最大的非等速传动轴生产企
业；中原内配是亚洲最大气缸套
生产商；好想你是红枣第一股、国
内红枣行业龙头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
大，多家河南A股上市公司实施
跨国经营战略，境外业务收入比
重不断加大，核心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

据统计，2019年河南省进出
口总值5711.6亿元，较2018年增
长 3.6% ，高 于 全 国 整 体 增 速
（3.4%）0.2个百分点，进出口总值
居全国第12位，中部第一位，年度
进出口总值连续3年保持5000亿
元以上规模。

洛阳钼业境外业务合计营业
收入508.3亿元，占其总营业收入
的74.23%。瑞贝卡在境外设立
13家全资子公司，产品主要销往
北美、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地
区，具备研、产、销、供的全球化产
业链布局。

郑煤机主要从事煤机研发制
造和汽车零部件制造，全年境外
业务营业收入101.28亿元，占其
总营业收入的39.37%。

此外，龙蟒佰利2019年国外

地区营业收入达48.52亿元；2019
年上半年，四方达国外地区营业
收入2.74亿元，超过其总营业收
入的一半。

境外上市公司26家
港股公司地产企业５家

截至2019年底，河南省拥有
境外上市公司26家，其中仅在香
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就达到24
家。

据了解，香港交易所是河南
企业最热衷的境外上市目的地，
其次如新加坡交易所和美国纽交
所等，也是河南企业比较喜欢的
上市目的地。

在香港上市的24家公司中，
郑州11家，洛阳3家，南阳2家，
新乡、济源、商丘、三门峡、许昌、
驻马店、平顶山和漯河各1家。

就行业划分而言，24家港股
公司中，地产行业企业5家、汽车
2家、支援服务3家、银行业2家、
工业工程2家，其余分别为建筑、
公用事业、药品及生物科技、专业
零售、煤炭、一般金属及矿石、原
材料、其他金融、日常消费、黄金
及贵金属等各1家。

股权融资方面，2019年度，向
中国际和鑫苑服务通过IPO分别
实现股权融资净额1.013亿港元和
2.2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建业地
产作为河南港股上市公司融资大
户，2019年间四度发行美元债券，
合计融资规模10亿美元；宇华教
育通过发行可转债合计融资30.28
亿元港币；洛阳钼业通过发行企业
债和短期融资券合计融资40亿元
人民币；中州证券通过发行金融债
合计融资30亿元人民币。

河南港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
现，主要通过涨跌幅、总市值和收
盘价体现。其中福森药业涨跌幅
最高，达到95.78%；万洲国际市值
和年终收盘价均为最高，分别达
到人民币 1061.52 亿元和港元
8.05元/股。

首发上市中部第三
后备上市力量呈蓬勃之势

上市公司质量及新增上市公
司数量，是反映一个区域经济活
力的重要指标。

2019年，河南新增4家A股
上市公司以及2家港股上市公司，
分别为首发上市的科创板企业建
龙微纳、创业板企业天迈科技以
及在香港上市的向中国际和鑫苑
服务，首发上市家数位列中部六
省第3位。

此外，2019年，河南省企业收
购外省上市公司迁入2家，分别为

棕榈股份、ST宏盛。在2019年，
河南还有两家A股上市公司退
出，分别为东方银星迁出至福建
省、雏鹰农牧市场化退市。

截至目前，河南有11家企业
在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有31家企业在河南证监局辅
导备案，在审在辅导家数创近年
新高。今年年初至今，河南已有3
家公司通过IPO审核。

此外，还有400多家重点后
备企业紧锣密鼓筹备，这些积极
信号都显示中原大地对资本市场
的角逐正你追我赶，呈现时不我
待之势。

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离不开各
级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及
多个地市政府纷纷出台利好新
政，为企业上市挂牌提供辅导培
育、财税金融、手续办理等全方位
的政策优惠，加快资本市场建设
步伐。

从省级层面来看，2018年12
月21日，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金
融服务办公室修订印发《河南省
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
法》，对企业上市挂牌、发行资本
市场融资工具制定明确的奖励政
策，在金融机构设立、金融人才队
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推动措施。
2019年 4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发布《河南省建立企业
上市挂牌“绿色”通道办法（试
行）》，针对拟上市、挂牌企业以及
已上市挂牌公司的并购重组再融
资，如需落实政策或遇到困难问
题的，均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办
理业务。

从地市层面来看，郑州、洛
阳、新乡等地制定了全新的企业
上市行动计划，不仅绘出了未来
资本市场的发展蓝图，还拿出了

“真金白银”等实效政策，助推企
业加快上市。比如《郑州市加快
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千企展翼”行
动计划若干政策》中提出，用5年
时间使全市上市挂牌后备企业突
破1000家，上市挂牌企业总数突
破 2000 家，资本市场融资突破
3000亿元，大幅提升该市上市挂
牌企业群体在中部周边乃至全国
的影响力，并对各个板块成功上
市制定奖补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11月
25日，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河南
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上交
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南
证监局联合共建，将为河南企业
对接资本市场提供一站式、全方
位、个性化、高效率的服务，助推
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做优
做强。

市公司平均市值124.73亿元；26家中
小板上市公司平均市值170.60亿元
（牧原股份拉高平均值）；14家创业板
上市公司平均市值44.84亿元；1家科
创板上市公司市值27.45亿元。

从行业来看，河南农林牧渔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市值最高，达670.08亿
元。国防军工、银行业上市公司次之，
平均市值分别达418.01亿元、275.37
亿元。平均市值超过200亿元的行业

还有食品饮料、有色金属、非银金融
等。建材、轻工制造、建筑、计算机、纺
织服装、通信、房地产等行业平均市值
较低，在50亿元以下。

整体来看，民营企业平均市值高
于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
河南上市公司市值前5名中，只有中航
光电1家是国有企业。

2019年全年，河南上市公司平均
年换手率485.91%。河南A股上市公

司平均市盈率为20.55倍（剔除异常指
标多氟多），其中64家市盈率为正，占
比79.01%。

《白皮书》显示，2019年内，河南上
市公司中有57家实施分红，分红总额
为153.91亿元，平均实施分红2.70亿
元。其中，累计分红金额超过10亿元
的上市公司有宇通客车、龙蟒佰利、牧
原股份，超过5亿元的有洛阳钼业、平
煤股份、郑州银行、华兰生物，分红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