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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让人紧张浑身发
冷的比赛，这又是一场让人忍不
住泪水直流的较量，当 11月 2日
河南建业最终客场逼平北京国
安，在击碎对手夺冠梦想并成功
保级之后，在 5 万多名鸦雀无声
的北京球迷的注视下，近千名远
道而来的河南球迷与自己的子
弟兵们一起兴奋地哭着叫着，以
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关键一分。

▶▶▶傲慢与低调
上一轮客场战胜广州恒大，

让国安有了主场捧杯的可能性，
当然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战
胜河南建业。对于主场是否能
拿下对手，虽然国安俱乐部表示
将会是一场恶战，但京城媒体和
球迷却显得非常乐观。在赛前
分析时，几乎所有当地媒体都在
谈论广州恒大客场与山东鲁能
的比赛，强调多年前正是国安的
帮助，才让鲁能从辽宁手中抢走

了冠军奖杯，如今正是山东队报
答国安的时候了。至于北京国
安本轮的对手河南建业，他们觉
得主场拿下应该不成问题，因此
只是了了地提了几句。

当然，京城媒体的傲气也
是有着自身的道理，毕竟本赛
季国安主场的战绩实在吓人，
14 场比赛仅输给山东鲁能一
次，就很能说明北京国安在主
场的战斗力。也正是考虑到这
一方面，本赛季在客场只获得
过一场胜利的建业在赛前也很
低调，谈到这场比赛，主帅贾秀
全表示，不会去考虑三分还是
那一分，只是发挥出自己球队
的最佳水平就行。

▶▶▶狂攻与死守
贾秀全的低调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无奈之举，多名主力因伤
无法首发，大将尹鸿博又因为累
积四张黄牌被停赛，更为糟糕的
是就在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时，
前锋肖智又在一次拼抢中受伤，

这让本就无人可用的贾秀全在
派兵时更加为难。艰难的现实，
使得贾秀全只能选择 532 的防
守阵型，中前场的失控也让球队
彻底失去了比赛的主动权。

拥有张稀哲、巴塔拉、张呈
栋以及德扬这条攻击群的北京
国安在掌握了场上主动之后，开
始围着建业的半场狂轰滥炸。
控球率达到 70%的主队整场比
赛有着20多脚射门，主帅曼萨诺
在下半场更是一口气换下了一
名中卫和一名后腰来全力进攻。

对手的狂轰滥炸让建业只
能死守自己禁区前的 20 米范
围，多次出现的险情，让场边
的河南记者紧张得浑身发冷，
前来现场观战的建业球迷在
大多数时候也都只顾着后怕
忘记了呐喊。好在此前曾多
次犯下低级失误的建业后防
这次终于没有走神，全体队员
的尽力死拼以及门将韩峰神
一般的发挥，让死守了 90 多分
钟的建业最终力保球门不失。

▶▶▶寂静与泪水
当日本籍主裁比赛结束的

哨音响起之后，已知冠军无望
的国安球迷在无声中流下了
泪水。而艰难收获平局的建
业将士顾不得疲惫，急忙打听
另外一场大连阿尔滨与上海
申鑫的比赛结果，两队 1∶1 战
平的消息传来后，被保级重担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建业球员
终于一吐胸中的郁气，本赛季
多次为建业攻城拔寨的前锋
张璐忍不住与小将杨阔抱头
痛哭，后防主力顾操也激动地
流下了热泪。

最终在红着眼睛的贾秀全
率领下，建业的所有球员前往客
队球迷看台，以感谢前来加油助
威的近千名河南球迷，在 20 多
分钟的互动中，无论看台上还是
看台下，在 5 万多名国安球迷的
默默注视下，建业球员和球迷兴
奋地不能自已，这一刻只有幸
福的眼泪在飞！④11

寂静的工体 幸福的建业
□本报记者 李 悦

北京国安和建业比赛前，无
论是媒体还是北京的球迷，至少八
成以上的人认为北京国安能轻松
战胜河南建业，理由很简单：国安
实力比建业强，又有主场之利。但
他们忽略了建业是为保级而拼命
的主儿，忘记了人在绝境中往往会
迸发出惊人的斗志。最后的结果
也给看扁建业的人干脆利落、结结
实实地扇了个大耳光：他们不但靠
自己的努力，跳出了降级的泥潭，
而且砸了全中超自我感觉最好的
国安准备庆祝夺冠的场子。

足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
运动的原因，也许是见仁见智，但
通过足球运动体现出坚韧、拼搏、
团队的精神应该是重要因素。在
河南建业身上，这些元素体现得则
更为充分。他们在20年的俱乐部
历史上，曾经3次从不同的联赛中

降级。这对于许多队来说就是晴
天霹雳，就是生离死别。于是许多
队在降级后就一蹶不振，甚至绝迹
江湖。但建业则百折不挠，越挫越
强，成为中国草根足球、平民足球
的一面旗帜，无论经历多少风吹浪
打，在中国足坛始终猎猎飘扬。

“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
屎。”这是大热电视剧“亮剑”的主
人公李云龙的一句台词。他说明
不同的战斗意志、有别的战斗作风
决定着迥异的战斗结果。在军人
出身的贾秀全的调教下，河南建业
队最后一场就像一群“野狼”，终于
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最终扼住了
命运的喉咙，也赢得了世人的尊
重。就连未能如愿夺冠的国安，也
不得不叹服建业的顽强。与国内
那些富可敌国的国企和那些财大
气粗的财团比，建业没有世界知名

教头，没有大牌球星，也给球员开
不出动辄数百万的年薪，甚至连坑
洼不平的草坪都被人调侃为“能别
折驴腿”而屡遭诟病，但建业缺这
缺那，却从来不缺斗志，不缺血性，
不缺骨气。谁认识不到这一点，小
瞧他们，注定会跌得头破血流：恒
大有些托大，被建业淘汰出足协
杯；今年联赛亚军、季军国安和富
力都曾经在航体吃过败仗。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建业今
年的投入和真实实力看，他们绝对
不应该到最后一轮才惊险保级，他
们应该提前五六轮就顺利上岸而
且有望进入前八名。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结果，与他们上半年用人不
当有关，也和他们多次在最后时刻
失球有关。特别是主客场两战毅
腾、主场战申花，都是在领先的情
况下最后失球，白白地丢掉了 6

分，否则何至于以这样险过剃头的
方式留住中超的火种呢？

“留 得 青 山 在 ，不 愁 没 柴
烧”。建业的艰难保级，意味着明
年的中超赛场依然充溢着河南元
素。他们可能拿不了冠军，甚至
连亚冠都进不去，但他们依然会
以“专治各种不服”的面貌出现，
依然会是诸强不敢忽视的一支劲
旅，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喜怒哀乐，
依然会给人诠释团结拼搏、不屈
不挠、精诚合作的河南精神，因为
在建业的名字前面，是那个有力
的前缀——河南。④11

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缺啥不能缺骨气
□令狐一刀

本报北京讯 （记者李 悦）最
后一轮以一分的优势艰难保级，其
跌宕起伏的过程让贾秀全比赛结
束后许久都没能平复心情。“太揪
心，如果没这一分后果如何不敢想
象！”在球队更衣室，老贾激动地向
身边的河南记者诉说着球队的不
易。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贾秀全
对于球队的保级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他表示建业是我们球员和教练
共同的家，保级成功也是保住了我
们自己的家。老贾尤其用三个感
谢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说：

“首先感谢远道而来的建业球迷，
能够按照预期想法达到保级目的，

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第二感谢队
员，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赛前布置，能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完成任务，他们
付出了很多。第三要感谢俱乐部，
感谢胡总这么多年对球队的支持，
无论高峰还是低潮，胡总都能一如
既往地支持，这很不容易。”

对于下赛季自己的安排，贾秀
全表示，“还没想那么多，现在就是
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当然也
有对平局不服气的京城媒体让贾
秀全评论一下建业球员在场上总
倒地故意拖延时间，而贾秀全的回
答也很有意思，“什么赛风？这是
在规则允许情况下，难道规则不允
许吗？”④11

贾秀全：建业是家，一定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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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 （记者李 悦）11 月 2 日，
2014 中超联赛结束了最后一轮的较量，志在
保级的河南建业经过 90 多分钟的苦战在客
场 0∶0 逼平了北京国安，与此同时，保级的竞
争对手大连阿尔滨也在客场与上海申鑫战
平，最终建业凭借一分的优势力压大连，艰
难完成了保级任务。

此战之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不看好建
业能够成功保级，毕竟建业客场的对手是有
着夺冠希望的北京国安，大连阿尔滨的对手
则是已经无欲无求的上海申鑫。

由于还存在着夺冠的可能性，主场作战
的国安对于这场比赛也是志在必得，派出了
最佳攻击阵容，而深知实力不如对手的建业
主帅贾秀全务实地排出了一个 532 阵型。事
实证明，建业开场立足防守的策略确实不是
示敌以弱，如今的北京国安已远不是三个月
前败走航体的那支球队，在外教曼萨诺的调
教下，这支球队无论攻防都有了质的变化，
实力上的优势让他们在开场 10 分钟后就掌
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但 建 业 的 后 防 线 表 现 出 了 本 赛 季 前
所未有的顽强，后卫队员前赴后继地封堵
各种射门，门将韩峰更是高接低挡力保城
门不失。众志成城之下，即便国安最后换
下一名中卫和后腰，将所有兵力都集中在
攻击线，可依然没能改变场上的比分。建
业顽强守住了 0∶0 的比分，在大连阿尔滨
和上海申鑫战成 1∶1 的情况下，联赛积 30
分 的 建 业 以 一 分 的 优 势 成 功 留 在 了 中
超。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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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年6月底，中原证券成功

在香港上市。这是全国 110多

家证券公司中的第四家、省级

证券公司中的首家在港上市的

证券公司，也是河南省第一家

上市的金融企业。9 月 16 日，

省长谢伏瞻亲临中原证券调研

时，对该公司赴港上市成功给

予了充分肯定。

10 月 31 日，中原证券（在

香港以中州证券名义开展业

务，股票代码：01375.HK）香港

股价报收于 3.60 港元，创下上

市以来收盘价的新高。至今中

原证券上市已满4个月，其股价

相较于 2.51 港元的发行价，涨

幅已达 43.43%；若相较于上市

首日的收盘价 2.16 港元，涨幅

更达66.67%，股价加速向其内在

价值回归。

中原证券香港上市以来的

良好市场表现，引起了包括国

际大行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的广

泛关注。河南省人大代表、中

原证券董事长菅明军日前受邀

出席汇丰银行组织的年度全球

投资者调研会，他在主题演讲

中明确提出，一定要把中原证

券打造成一家香港资本市场的

精品上市公司。

一定要把中原证券打造成香港资本市场的精品上市公司
□菅明军

何为精品上市公司？我认为，要
达到这个标准，至少应符合以下四个
条件：一是盈利水平稳步增长；二是
对投资者高度负责；三是风险控制严
而又严；四是充满社会责任和担当。
当前，我们正在以这些条件为准绳，
全力以赴将中原证券打造成一个精
品上市公司。

盈利水平稳步增长

2011 年 中 原 证 券 实 现 利 润 仅
1.57 亿元（人民币，下同）；2012 年利
润 2.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4%（全国
证券行业同期利润平均下降 16%）；
2013 年公司利润 3.6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8.5%（全国证券行业同期利润平
均增幅 34%）；今年上半年，公司利润
同比增长 34%。但随着 7 月底公司
上市募集资金完成结汇回归国内，8
月份利润增长明显提速，8 月当月实
现利润 7423 万元，环比增长 51%，比
上 半 年 月 均 利 润 4095 万 元 增 长

81%；9 月利润再创新高，达 1.39 亿
元，环比增长 88%，是上半年月均利
润的 3.4 倍，上市效应全面展现；1-9
月利润 5.05 亿元，已远超全年盈利预
测目标；预计全年利润增幅比去年将
有大幅增长。明年公司资金实力将
更为雄厚，各项业务基础也更加扎
实,利润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对投资者高度负责

中原证券对投资者投资的每一
分钱都高度重视，一直在努力将其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盈利水
平的大幅提高，推动了公司股价的大
幅上扬，从 6 月 25 日上市至今不足 4
个月，公司股价相比发行价上涨 40%
以上，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相当可观。
同时，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的精
神，我们将年度分红比例上调至原来
的 5 倍。年初，我们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为不低于当
年可分配利润的 10%。为厚待投资

者，今年 8 月份公司董事会通过决
议，将现金分红比例大幅提升至不低
于可分配利润的 50%，这在香港同类
上市公司中是最高的，得到了市场的
积极回应。

风险控制严而又严

公司明确董事长为风险控制第
一负责人，担任公司风险管理委员
会主任，亲自负责合规管理、风险管
理和稽核审计部门。按照全面风险
管理的要求，中原证券始终将风险
控制放在业务开展的首位，公司对
权益类证券投资的风险控制要求极
其严格，宁肯少赚钱也绝不冒险，不
仅有严格的决策机制和风险限额管
理，还有严格的止盈止损操作流程，
必要时强制平仓，确保业务风险的
可测、可控、可承受。近年来，中原
证券自营投资业务发展稳健，鲜有
风险发生，正是高度重视风险控制
工作的结果。

充满社会责任和担当

近年来，中原证券一直是重点纳
税大户之一。同时，中原证券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持续加大对慈善和社会
公益事业的捐助力度。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年在中国内地 110 多家证券
公司中排名前三位，远高于公司在行
业内的规模排名。今年公司还将拿出
相当规模的资金，用于贫困大、中、小
学生就学，贫困儿童就医，贫困老人的
资助及困难群众的救助等，全年捐赠
额预计仍将位居证券行业前列。

目前，将中原证券打造成香港资
本市场精品上市公司的基础条件已
经具备：

一、公司已形成比较稳定的盈利
模式

中原证券已告别过去依靠单一
业务的局面，形成了经纪、投行、交
易、投资管理、创新五大业务板块，涵
盖了证券行业的主要业务领域。目
前，各板块协调发展，特别是创新业
务板块中的融资融券和股权质押融
资等资本中介业务大幅增长，为公司
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
时中原证券支持我省实体经济发展
的能力也大大提升，今年将为我省企
业和地方政府融资超过 200 亿元，与
一些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省分行的年
度新增贷款量旗鼓相当。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将继续
本着创新精神，大力拓展三方面的业
务。一是打造以直投业务为先导的

“五位一体”产业链，即发现一个好的
中小企业项目，直投公司进行股权或
债权投资；直投介入后，投行推荐该
企业到新三板挂牌；新三板挂牌后，
公司提供新三板做市服务；符合转板
条件后，公司推荐该企业到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上市后该企业有资金需
求，公司提供再融资或股权质押融资
服务。二是高起点、规范化发展互联
网证券。三是积极谋划与国内大型
金融机构的全方位合作，保证公司持
续快速发展。

二、对投资者分红有可靠的保证

中原证券今明两年的利润预计
将保持较高增幅，利润规模正在不断
提升，在此基础上，投资者将获得丰
厚的现金分红。从明年年初开始，包
括河南投资集团、安钢集团、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以及 H 股投资者在内的
新老股东，均将享受到相当丰厚的现
金分红，而且年年如此。同时，公司
在香港上市以前累计的近 15 亿港元
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共享，
成为公司今后向投资者分红稳定的

“蓄水池”，是保障极端年份大比例现
金分红的坚实物质基础。

三、基本解决了公司发展的根本
动力问题

中原证券在香港上市时，报经省
政府国资委和港交所批准，绝大部分
干部员工通过 QDII的方式实现了间
接持股，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
性。这将实现公司员工和投资者利
益的一致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
发展。

四、建立了高度市场化的用人和
分配机制

目前，公司正在自上而下地进行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副总裁完不成年
度经营业绩和工作目标的，报省政府
国资委批准，做降级处理；中层以下
干部凡在本岗位任职满 2 年一律就
地免职，重新竞聘。同时，公司还出
台 了 关 于 加 强 员 工 管 理 的 实 施 意
见。目前，中原证券已形成员工绩效
与经营业绩直接挂钩，各业务条线也
拥有高度市场化的分配机制。通过
以上改革，公司实现了收入能增能
减、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有
效激发了公司发展的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幕徐徐
拉开，资本市场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期。随着三大国家战略的
深入实施，河南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势头，中原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
也将更加广阔。我们衷心期望：中原
证券能成为海内外广大投资者，尤其
是河南父老乡亲分享经济和资本市
场发展成果的最佳平台之一，帮助其
依法合规地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不
断提高生活水平。

8月 22日，菅明军出席公司在香港召开的中期业绩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