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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董事长姓名 薪酬（万元）

003022 .SZ 联泓新科 郑月明 647 . 58

300677 .SZ 英科医疗 刘方毅 613 . 34

000488 .SZ 晨鸣纸业 陈洪国 499 . 00

688363 .SH 华熙生物 赵燕 402 . 20

603421 .SH 鼎信通讯 王建华 359 . 11

000407 .SZ 胜利股份 王鹏 334 . 82

300110 .SZ 华仁药业 杨效东 312 . 19

600180 .SH 瑞茂通 李群立 309 . 41

600426 .SH 华鲁恒升 常怀春 295 . 49

002948 .SZ 青岛银行 郭少泉 273 . 24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总经理姓名 薪酬（万元）

600579 .SH 克劳斯 Michael Ruf 658 . 00

002234 .SZ 民和股份 孙宪法 380 . 00

002237 .SZ 恒邦股份 曲胜利 360 . 00

603421 .SH 鼎信通讯 曾繁忆 359 . 11

600309 .SH 万华化学 寇光武 341 . 53

000488 .SZ 晨鸣纸业 李峰 335 . 60

002242 .SZ 九阳股份 杨宁宁 320 . 00

300185 .SZ 通裕重工 司勇 312 . 11

600060 .SH 海信视像 于芝涛 297 . 40

300821 .SZ 东岳硅材 郑建青 270 . 56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独董姓名 薪酬（元）

601298 .SH 青岛港 黎国浩 244,200

600309 .SH 万华化学 张晓荣 216,000

000951 .SZ 中国重汽 马增荣 210,000

000951 .SZ 中国重汽 周书民 210,000

600309 .SH 万华化学 鲍勇剑 207,000

600309 .SH 万华化学 张万斌 204,000

601298 .SH 青岛港 蒋敏 200,100

601298 .SH 青岛港 李燕 200,100

600690 .SH 海尔智家 钱大群 200,000

600690 .SH 海尔智家 戴德明 200,000

000488 .SZ 晨鸣纸业 杨彪 200,000

000488 .SZ 晨鸣纸业 尹美群 200,000

000488 .SZ 晨鸣纸业 孙剑非 200,000

英科医疗董事长年薪涨近4倍
达613 . 34万；联泓新科董事长郑月明以647 . 58万居鲁股董事长之首

海大教授孙建强
身兼8家公司独董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与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大学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导报记者 段海涛 济南报道

A股年报披露工作已经结束，山东

上市公司“董监高”们的薪酬状况再次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经济导报记者通过Wind资讯统计

发现，在已披露年报的山东上市公司

中，连续两年亏损的国企克劳斯总经理

Michael Ruf拿着658万元的“鲁股高管第一

高薪”；去年刚刚上市的联泓新科董事长兼

总裁郑月明以647 . 58万元的年薪，位居鲁

股董事长第一位；英科医疗董事长刘方

毅年薪增长近4倍，达到613 . 58万元，增

幅令人咋舌。从总额看，潍柴动力、中泰

证券、晨鸣纸业、华熙生物4家公司2020

年管理层薪酬总额均超过3000万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山东上市公

司中，2020年薪酬超过300万元的董事

长共有8人，总经理薪酬超过300万元的

同样为8人。值得关注的是，在部分上

市公司业绩向好进而向管理层支付高薪

的同时，也有部分企业业绩不佳，高管

薪酬却居高不下。

英科医疗高管

薪酬总额增长170%

Wind资讯数据显示，山东上市公

司中，有10家公司2020年管理层年度薪

酬总额超过2000万元，其中潍柴动力

( 3398 . 70万元 )、中泰证券 ( 3178 . 33万

元)、晨鸣纸业(3067 . 34万元)、华熙生物

(3051 . 20万元)4家公司均超过3000万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因防护手套

需求大增导致业绩、股价双双“飙升”

的英科医疗，2020年也给管理层大幅

加薪。年报显示，英科医疗2020年实

现营业收入 1 3 8 . 3 7 亿元，同比增长

564 . 2 9%；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 . 07亿元，同比增长3829 . 56%。公司

股价也从年初最低的16 . 50元/股，涨

至年末的252 . 88元/股(后复权价格)，

涨幅超过14倍。

英科医疗的管理层也因此在年终收

获“大红包”，年薪总额由2019年的

420 . 31万元增加至1136 . 34万元，增幅达

到170 . 36%；其中，作为公司董事长的

刘方毅涨薪幅度最大，由2019年的130 . 8

万元增加至2020年的613 . 34万元，增幅

高达368 . 91%，而613 . 34万元的年薪也高

居鲁股董事长第二位。

在其余“高薪”董事长中，晨鸣纸业

董事长陈洪国以499万元年薪位居第三

位，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以402 . 20万元位

居第四位，鼎信通讯董事长王建华以

359 . 11万元位居第五位。

经济导报注意到，管理层薪酬总额

大幅增长的不仅仅是英科医疗一家，兖

州煤业的管理层薪酬总额也由2019年的

1118 . 91万元增加至2020年的2142 . 45万

元，中宠股份由 6 1 6 . 2 7 万元增加至

1146 . 03万元，益生股份由844万元增加

至1376 . 83万元，浪潮信息由898 . 27万元

增加至1371 . 39万元。

克劳斯总经理

“降薪”后仍拿658万

Wind资讯数据显示，山东上市公司

中，2020年管理层薪酬总额“调降”的也

大有人在。例如，蓝帆医疗就由2019年的

3087 . 82万元减少至去年的2021 . 58万元，

减少了1000多万元；渤海轮渡由1648 . 99万

元减少至597 . 17万元，山东药玻由2253 . 80

万元减少至1419 . 30万元，泰和科技由

1232 . 53万元减少至596 . 17万元，九阳股

份由1813 . 24万元减少至1362 . 88万元。

从总经理薪酬情况看，克劳斯总经

理Michael Ruf以658万元位居第一，民和

股份总经理孙宪法以380万元位居第二，

恒邦股份曲胜利以360万元位居第三位，

鼎信通讯总经理曾繁忆、万华化学总经

理寇光武分别以359 . 11万元、341 . 53万元

位居鲁股总经理薪酬排行第四、五位。

值得注意的是，隶属中国化工集团

的克劳斯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其中，

2019年亏损1 . 58亿元，2020年亏损额进

一步扩大至 2 . 3 0亿元，但其总经理

Michae l Ruf仍拿着鲁股高管第一高

薪。据了解，Michael Ruf从2020年3

月26日起担任克劳斯总经理一职，也

就是说658万元还不能算是“完整”

的总经理薪酬。

当然，克劳斯管理层薪酬总额2020

年还是有所减少的，由2196 . 58万元减

少至1680万元。而2019年克劳斯原总经

理的Frank Stieler拿到了919 . 63万元的年

薪，现任总经理Michael Ruf的薪酬貌

似已经有所“调降”。

而从山东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薪

酬看，有18人年薪超过100万元。其中4

人年薪超过200万元，分别是民和股份

董秘张东明(260万元)、联泓新科董秘蔡

文权(231 . 93万元)、蓝帆医疗董秘钟舒

乔 ( 2 2 0万元 )、万华化学董秘李立民

(207 . 02万元)。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2020年度鲁股独董薪酬排行榜，

已经新鲜出炉。经济导报记者发现，

排名靠前的，依然是那些在大国企、

大块头企业任职的独董们。青岛港独

董黎国浩薪酬领跑，达24 . 42万元。

从整体看来，高校学者、律师、财

会专家等是鲁股独董的主流群体。此

外，鲁股独董身兼数职者依然不鲜

见。例如，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孙建强，不仅担任5家上市鲁企的

独董，而且还担任2家拟上市鲁企以

及1家新三板鲁企的独董，可谓“最

忙独董”。

不少独董身兼多职

包括黎国浩在内，薪酬在20万元

(含)以上的鲁股独董，达到了13人。

万华化学的独董张晓荣、鲍勇

剑、张万斌，薪酬分别为21 . 60万元、

20 . 70万元、20 . 40万元；中国重汽的独

董马增荣和周书民，薪酬均为21万

元；青岛港的独董李燕和蒋敏，薪酬

均为20 . 01万元；海尔智家的独董戴

德明和钱大群，薪酬均为20万元；晨

鸣纸业的独董杨彪、尹美群、孙剑非，

薪酬也均为20万元。

上市公司独董多具备专业的知

识素养，虽说独董任职大多是“一

个萝卜一个坑”，但也不乏一人兼

任多家公司独董的情形。

例如，圣阳股份的独董梁仕念，

既是高级会计师，又有中国律师资

格，现任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山东省资产评估协会理

事。他还同时担任山东赫达、银座股

份、南山铝业、世纪天鸿的独董。

中国海洋大学会计学系副教授

兼青岛市财政局财务评审专家樊培

银，担任日辰股份、伟隆股份、国林科

技的独董。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宏，则担任山东

路桥、孚日股份、中国重汽、山东章

鼓、辰欣药业5家上市鲁企的独董。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

建强，也同时在5家上市鲁企担任独

董，这5家企业分别为青岛中程、酷

特智能、利群股份、玲珑轮胎和海

利尔。此外，他还担任青岛正望钢

水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上市)、青

岛青禾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拟上

市)以及山东同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三板企业)的独董。

资深专业人员成“香饽饽”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法律、会

计、税务等专业的资深从业人员，是

上市鲁企眼中的“香饽饽”。因为，这些

行业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密切相关。

身为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现任山东百丞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董华，

同时担任山东地矿、瑞丰高材、渤

海轮渡3家上市鲁企的独董。现任烟

台嘉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董事

长、总经理以及山东嘉信安泰保险

公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柳

喜军，则担任冰轮环境、瑞康医

药、正海磁材的独董。据悉，柳喜

军是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资产评估师、土地评估师。

拥有金融或行业主管部门工作

经历的独董，同样是上市鲁企心仪

的对象。

例如威海广泰、史丹利、山大

地纬的共同独董李文峰，1973年出

生，为山东大学经济学硕士、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硕士、注册会

计师。其曾先后就职于山东证监

局、济南市金融办，并先后担任山

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以及青岛科技创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4月26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与共青团山东省委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暨山东省青年企业家“百

场千户”银企对接会在济南成功

举办。团省委书记刘天东、山东

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中国银

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

效强出席活动并致辞。

刘天东表示，中国银行山东

省分行始终秉持崇高使命和责

任，与团省委开展务实合作，对

山东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给予大

力支持，彰显了国有大行的责

任担当。全省各级团组织要提

高政治站位，抓住此次战略合

作机遇，携手山东中行，努力

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服务高

质量发展做贡献；要加强协作

配 合 ，主动与山东中行各分支

机构进行工作对接，细化合作方

案，明确职责分工，推动 战 略

合作事项落细落实；要务求工

作实效，围绕金融知识普及、

青年就业实习、助力乡村振兴

等方面，做好项目设计、组织

动员和宣传推广，持续扩大战略

合作覆盖面，不断增强广大青年

的获得感。

王君松表示，本次中国银行

山东省分行与山东大学深化合

作，签署青年发展共建协议，为

广大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搭建平

台、提供舞台。希望双方能够秉

承“立足当前、面向长远、突出

重点、逐步拓展”的工作理念，

以建党百年与山大百廿为契机，

统筹校企双方青年，以更加紧密

的合作关系、更加饱满的工作热

情，构筑青年成才之路，乘新时

代东风，打造校企合作新篇章，

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徐效强表示，中国银行山

东 省 分 行 将 以 此 次 签 约 为 契

机 ， 深 化 与 团 省 委 全 方 位 合

作，围绕“党建共建、金融赋

能、关爱青年、乡村振兴、公益

志愿”五大方面，落实普惠金融

百场千户、青年好贷、防范金融

风险、青鸟计划、青年科技创新

论坛、“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

目等 1 2项务实举措，开拓创新，

聚合资源，全力支持共青团和

青年工作，共同为强省建设贡献

力量。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盛

夏、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纪委书

记王权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并举行“希望小屋”儿童关

爱项目捐赠仪式。根据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服务就业创业、

开 展 普 惠 金 融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进行

合作，共同搭建服务青年成长成

才的平台。

王君松、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副行长景在伦代表双方签署青

年发展共建协议。根据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推动大学生创

新创业、社会实践、实习就业

等工作落地见效。

签约仪式后，举办了山东省

青年企业家“百场千户”银企对

接会活动，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为企业家提供一对一服务，

现场解决企业需求、定制融资

服务方案。

团省委青年发展部、学校部

负责同志，山东大学、济南大

学、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工业大

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交通学

院、山东英才学院、山东管理学

院9所驻济高校团委书记，山东

省、济南市青年企业家协会25名

会员代表以及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审批人现场

参加活动。

中国银行作为金融界的百年

老店，牢记国有大行的责任担

当，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

一步发挥金融优势，全力支持

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及高校建设

工作，在智慧校园场景、就业

创业、防控风险、普惠金融、

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方面，

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开

启合作新篇章。

(臧波)

2020年度山东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前十位

2020年度山东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前十位

(制表：段海涛)

去年山东上市公司独董薪酬超20万元排行榜

(制表：杜海)

山东上市公司

中，2020年薪酬超过

300万元的董事长共

有 8人，总经理薪酬

超过300万元的同样

为 8人，年薪过百万

的董秘有18人

高管薪酬 独董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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