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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股新秀希努尔：

一亿股民

都在关注你
本报记者 李克新 见习记者 张鹏飞

企业样本：希努尔

股票代码：002485

上市时间：2010年10月15日

上市地点：深圳中小板

“所有财经类媒体和

电视都在关注你，一亿股

民也在关注着股价变化，

上市确实能够进一步提高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作

为鲁股板块的新秀，希努

尔开创了江北专业男装上

市公司的先河，于10月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

挂牌上市。希努尔董秘王

润田认为，上市给希努尔

带来的，不只是募集资金

的充裕，更带来了公司知

名度的提升和企业的规范

化管理。

新郎希努尔集团是江

北自主服装品牌第一家上

市公司，作为鲁股新秀，上

市给希努尔带来了什么？

“13 . 3亿元的融资，

90%用于营销网络建设，在

一线城市建设36家直营店

和10家旗舰店；10%用于研

发中心建设，研发能力和

水平在国内服装行业遥遥

领先。”通过募集的资金，

企业在营销终端和研发、

实践发展方面都得到一个

非常大的提升。

上市还带来了公司知

名度的提升。“你们是上市

公司？好，这批三千万的工

装交给你们了，上市公司

让我们放心。”希努尔业务

员开始享受上市公司带来

的快乐。“出去投标，有些

企业在选择服装加工企业

的时候，看看是不是上市

公司，上市公司的品牌知

名度和产品品质在行业内

是比较强的。”王润田如此

说道。

“几乎每天都有基金

到公司来调研，今天下午

还来了一个呢。”王润田告

诉记者，“所有财经类媒体

和电视都在关注你，一亿

股民也在关注着股价变

化，上市确实能够进一步

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

上市还促进了企业规

范化管理。王润田理解道，

上市之后通过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完善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等治理结构，进一步

提高了公司科学决策能

力。“无论上什么项目、重

大投资、重大事件，需要

通过程序，有利于科学决

策，有利于稳定发展。比

如营销网络设置或者投资

决策，都是需要这些程序

的。”

上市还能更好地吸引

人才，便于人才引进。“企

业上市了，为每个职工发

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职业

平台，管理规范，发展比较

长远，对人才的吸引力增

强。”王润田介绍说，“上市

以后的公信力对营销有非

常大的促进，接受审计以

及公众监督使财务状况和

经营状况比较透明。”

与中国证券市场20年

历程相伴，民营企业在资本

的推动下高速成长。尤其是

2009年10月底，酝酿10年的

创业板破茧之时，上市，已

成为众多山东民营企业的

梦想与追求。

面对上市给企业带来

的资金聚集、声名鹊起和管

理升级等光环，从事金融投

资与资本市场研究的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

胡金焱教授，则提醒山东民

企：登陆证券市场只是融资

的途径，在一夜暴富和基业

长青之间，企业要想好自己

要什么。

“首先说，进入证券

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发展

大有裨益，上市公司的数

量甚至能成为衡量区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晴 雨

表。”胡金焱说。

“对于存在不同程度

贷款难的民营企业来说，

上市无疑是非常有效的

融资渠道，可以加速企业

规模裂变、实现核心技术

突破。而且证券市场万众

瞩目，企业上市后，包括

企业管理者在内的知名

度和品牌价值都会大大

提高。”胡金焱认为，“同

时，为达到上市要求，对

企业股权结构和管理的

改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企业的升级转型。”

然而，在上市给企业

带来的荣誉光环和明星

效应之外，胡金焱提醒，

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还是

融资功能，并不能解决经

营问题。“上市不是灵丹

妙药，对于推动企业的后

续发展来说，它只是手

段，而非终极目的。”

胡金焱指出，“企业上

市融资之后，不仅要满足股

东获得利益的要求，还要面

对持续利润增长所带来的

巨大压力，而且相比创业者

所关心的长期发展，资本更

关心的是回报。”

“其实任何企业都希

望能够长远发展、基业长

青，这首先要求企业把自

身的经营做实、做稳，而

不是一味求快求大。”对

于创业板开启后齐鲁大

地上涌动的上市潮，长期

关注山东资本市场的胡

金焱提醒，“2005年前后，

济南企业你追我赶在主

板上市了7家企业，可就

是因为过于追求上市带

来的光环，包括重汽、轻

骑、渤海、济百等企业纷

纷在证券市场折戟沉沙，

以致被业内冠以‘济南ST

现象’，反而影响了省内
企业的上市。盲目上市的

风险和教训，想要冲击创

业板的山东企业都应该

有所准备。”

另外，创业板解禁期

后，一月套现28 .5亿元的现

象，也让胡金焱担忧，创业

板高市盈率带来的“创富

潮”很容易让创业者陷入一

夜暴富的逐利诱惑，“真正

的明星企业，应该是以不断

提高产品质量为己任、为更

多人创造就业岗位、承担社

会义务的负责任企业，而不

是追逐造就了多少亿万富

翁、有什么噱头的华而不实

的公司。”

沂蒙老区上市企业金正大：

上市挺起了

民企的腰杆！
本报记者 杨传忠 张璐

企业样本：山东金正大

股票代码：002470

上市时间：2010年9月8日

上市地点：深交所中小板

“以前也包括现在，很

多人和机构对民企还抱有

偏见，怀疑甚至不信任。金

正大上市后，除了借力资本

市场谋求高质量的发展平

台外，对公司品牌和形象的

提升也是受益匪浅，别人审

视你的目光就不同了。可以

说上市是对自己一种最好

的证明，也挺起了民营企业

的腰杆。”山东金正大公司

董事长万连步在谈到民营

企业上市的话题时这样向

记者说道。

位于沂蒙老区临沭县

的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002470)，今年9月8日刚刚在

深交所挂牌上市。这是自

1999年华盛江泉上市11年以

来，临沂市第一家成功登陆

境内主板市场的企业，也是

临沭县第一家上市企业。

“我们做的是最有前途

的化肥。”万连步说，我们的

缓控释肥将普通肥料仅仅

30%左右的利用率提高到一

倍左右，节能节耗、环保高

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如

今，他们已是亚洲最大的缓

控释肥生产企业。

然而，和很多民企一样，

有技术、缺资金成为最初困

扰金正大发展最大的难题。

“2002年金正大园区开工建

设时，我们每天往银行跑，有

的跑十来趟，可就是因为规

模小、不是国字号企业，人家

不敢轻易放贷。”金正大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秘陈宏坤告诉

记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发展

平台，稳稳占据化肥产业的

制高点，2007年金正大正式

启动上市计划。“过会很顺

利，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缓

控释肥未来的广阔前景。我

们原计划募集7 . 2亿元，最终

达到了15个亿，超募了近8亿

元。”上市募集的资金，金正

大将用于投资“60万吨/年新

型作物专用缓控释肥”和“国

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缓控

释肥生产基地。陈宏坤介绍

说。

上市后真的不一样了，

不少金融机构纷纷要上门

服务，“11月26日我们开客

户大会，一家中字头银行从

济南不请自到，甚至还主动

要给我们的经销商提供资

金支持。”万连步这样认为，

上市后首先破除了企业发

展的资金瓶颈，但对金正大

最大的意义在于对企业管

理提升方面的巨大推动，最

终建立起了完善的现代企

业制度，走上规范发展之

路。“上市也成为民营企业

汇聚资本、技术、人才、品牌

的最好契机。金融机构也

好、我们肥料的用户也好，

都会重新审视你，市场信赖

度和信心也将得到极大提

高。”

山大经济学院胡金焱：

上市不是“造星”

本报记者 崔滨

来自山东省金融办的

数据显示，GDP总量在全

国名列前三位的山东，目
前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191家，上市股票202只，累
计融资1992亿元。省内国
民经济中重要行业的龙头
企业，几乎都是上市公司。

尤其今年，在创业板
IPO的带动下，我省新增
境内外上市公司29家，其
中境内上市公司24家，融

资335亿元，民营中小企业
上市量占全国的11%。

■鲁股新秀希努尔：

上市给希努尔带来的，不

只是募集资金的充裕，更
带来了公司知名度的提升
和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沂蒙老区上市企业
金正大：“以前也包括现
在，很多人和机构对民企
还抱有偏见，怀疑甚至不

信任。可以说上市是对自
己一种最好的证明，也挺
起了民营企业的腰杆。”

■山大经济学院胡金
焱：登陆证券市场只是融
资的途径，在一夜暴富和
基业长青之间，企业要想
好自己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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