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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价值支持——价值驱动——价值实现”的关键路径分析方法，利用调研资

料，通过对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案例研究，结合公司近五年的经营状况与关键的财务数据，分析基于公司核心

竞争力和时空价值的战略布局驱动下，杰赛科技市值管理价值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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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驱动的市值管理模式研究
——杰赛科技市值管理案例

一、引言

自2005年5月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以来，非流通股进

入证券市场交易流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能够更好地与市值

增长形成互动，从而使得市值管理引发了广泛关注。市值管

理的内涵随着改革而不断丰富，到 2014年 5月，国务院也明

确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这也是市值管理一

直受业界专家以及学者关注的原因，当然企业股东及管理者

等市值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市值关注更为密切。

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动

地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以达到公司价值创

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目的。我国资本市场

仍然是新兴市场，在实践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仍存

在以下问题：①对市值管理的认识不足，市值与其内在价值

大幅背离的现象较为常见，也即存在企业市场表现与其内在

价值脱离的情况。②市值管理的行为短期化，即上市公司片

面地追求短期的市值最大化或股价最大化，直接管理甚至操

纵股价。③市值管理的行为过激，即上市公司在市值管理方

面刻意追求创新，而忽略了企业内在价值的提升以及管理方

法的科学合规性。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市值管理

的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其理论层面进行讨论，从实践层面上解

释与研究企业市值管理模式的案例相对缺乏，那么如何在实

践案例层面对市值管理理论进行研究与解释？本文拟对此问

题展开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单案例嵌入式研究方法，在构建理论研究框架

的基础上，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嵌入到理论模型中，通过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体现本文提出的研究

理论框架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结合案例选择的典型性、样本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的

基础上，本文以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杰赛科

技”）作为案例研究的样本。本文选取杰赛科技作为案例研究

对象，原因有两点：①杰赛科技作为国内领先的具有完备资

质的独立第三方龙头上市公司，具有典型性；②杰赛科技是

基于自身价值支持并通过不断的战略布局，实现市值的不断

增长，其市值管理模式特点明显，具有分析价值。

（二）研究框架

市值管理是价值管理的延伸，学者施光耀等（2007）在对

中国市值管理发展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为人们接受

的市值管理定义：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

动地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

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目的。

翁世淳（2010）在对价值管理理论变迁研究评述中，从公

司（微观）、市场（中观）和政府（宏观）三个层面梳理出目前三

大市值管理理论：基于预期的市值管理理论、社会责任投资

理论、宏观市值管理理论。基于企业价值管理理论，学者关于

市值管理驱动的研究，按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大方面：第一

个方面是企业自身的价值支持。第二个方面是企业的投资者

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维护带来的价值驱动。价值驱动是在价

值支持基础上运作的，也即市值管理由上市公司内在价值以

及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发现和认同驱动。施光耀

（2008）把市值管理驱动因素归于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的价值

创造以及在既定的资源配置的基础上通过实施价值创造和

价值实现的各种策略的价值经营。往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

行延伸研究，朱明秀（2010）着重研究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市值

驱动，提出投资者价值、员工价值、客户价值三维企业价值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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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型。边智群等（2007）、魏建国等（2013）的研究也认可这

些驱动因素；张济建等（2010）在平衡计分卡基础上提出资本

运作价值驱动、公司治理价值驱动、投资者关系价值驱动、客

户关系价值驱动四大企业市值驱动因素；边智群（2007）研究

支持资本运作驱动市值管理；易莹（2006）、边智群等（2007）

研究支持公司治理驱动股东价值最大化；马保明（2012）在对

山西上市公司研究基础上也提出类似的市值管理框架，包括

了财务增加值、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核心竞争力四

个要素的价值驱动因素。第三个方面是企业价值的实现。市

值管理是价值管理的延伸，其不仅要致力于价值创造，还要

进行价值实现。施光耀（2008）提出价值实现是通过投资者关

系管理、公司品牌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手段将企业创造的

价值充分地表现在股市上，实现社会公众对企业经营业绩的

充分了解。往后的学者基本都是依据施光耀的观点对市值管

理驱动因素价值实现进行延伸阐述，如张济建等（2010）、马

保明（2012）等的研究。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在时间及空间价值层面上

进行战略布局，而在这种价值支持及价值驱动下，又决定了

企业价值的实现，结合上述研究综述，本文提出如下基于价

值驱动的市值管理模式研究框架：

这一架构体现的理论内涵：①价值支持着眼于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服务竞争力（核心产品/

服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物质体现）、公司治理能力（治理能

力是核心竞争力的制度保障）、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核心竞

争力的源泉）。这三者的联动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铁三

角”。②价值驱动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时间价值和空间价

值，基于投资者预期的市值管理理论，提出价值驱动中的时

间价值的概念，当企业在未来资源以及市场份额的抢占上形

成未来利润贡献时，理性投资者能够预计企业盈利稳健增

长，并推动价值的实现；基于利益相关者市值管理理论，提出

价值驱动的空间价值的概念，空间价值体现了企业的空间布

点及多客户布局，这样能够与客户形成联动，扩大市场份额。

③价值实现是企业对于投资者关系维护的直接体现，本文根

据有效市场假说，依据王善君、高海燕（2015）提出的中国股

票市场具有半强式有效性的观点，即企业的市场价值能够反

映其内在价值，采取总市值来呈现价值实现的结果。

三、杰赛科技基于价值驱动的市值管理模式

（一）从价值支持视角看杰赛科技

1. 杰赛科技产品/服务竞争力分析。产品/服务的率先性

及突破性形成企业竞争力。杰赛科技率先形成全流程服务与

定制化配套产品相结合的业务模式，突破行业内单纯提供产

品或网络建设阶段性解决方案的经营方法，形成自身独特竞

争力。图 2显示了杰赛科技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与产品生产

相结合的业务模式，可以看出杰赛科技解决方案与产品提供

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并且起到一个相互补充的作用，同

时也巩固了杰赛科技公众信息网络运营商及智能专用网络

运营者的地位。

杰赛科技近年来不断对其业务比重进行调整，优化其业

务运作模式。从表1可以看出，杰赛科技的信息网络建设相关

设备收入占比逐年降低，并在近三年保持稳定。虽然杰赛科

技很早就介入该领域产品的研发，但硬件产品始终定位于支

持公用网络和专用网络建设，其主要采取以产品制造业为主

向以电子信息技术服务为主战略转型的“微笑曲线”运营模

式，从微笑曲线上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逐步转变成高附加

值产品/服务提供商，形成独特的竞争力。

2. 杰赛科技治理能力分析。杰赛科技在上市前便进行公

司股份制改革，实现对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股权转让，而这

一改革也是杰赛科技治理能力提升的第一步，它使控股股

东、管理层和上市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将公司的发展与管理

层利益进行捆绑，有利于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完善公司治

图 1 基于价值驱动的市值管理模式

价值支持 价值驱动 价值实现

核心竞争力
■ 产品/服务竞

争力
■ 公司治理能力
■ 创新能力

时间价值
■ 未来资源的获取
■ 市场趋势的抢占

空间价值
■ 国内市场服务网络的建立
■ 国际市场的拓展与布局

价值实现
■ 总市值的

呈现

投资者
预期

利益相关
者贡献

图 2 杰赛科技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与产品生产相结合

的业务模式

信息网络建设综合
解决方案收入占营
业总收入比重

信息网络建设相关
产品收入占营业总
收入比重

2011年

51.98%

48.02%

2012年

52.88%

47.12%

2013年

56.54%

43.46%

2014年

55.37%

44.63%

2015年

55.67%

44.33%

表 1 2011~2015年杰赛科技两大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情况

信息网络建设综合
解决方案提供商

针对解决
方案定制
相关网络
设备

高性能核心
网络设备保
证整合解决
方案部署

信息网络建设
相关设备提供商

信息网络
优化

信息网络
高级咨询

信息网络
运维

公众信息网络
运营商

智能专用网络
运营者

公众
信息
网络
运营
商及
智能
专用
网络
运营
者

信息网络
建设

信息网络
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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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而也降低了初级代理问题，即减少经理层机会主义对

股东的利益构成的不利影响。自股份制改革之后，其国有控

股比例仍超过 50%，在后续的不断发展中，杰赛科技国有控

股比例不断下降，同时也引入更多的非国有股东，实现混合

制结构，促进了公司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从 2015年年报

中可以看出，杰赛科技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

所持有股份比例从改制后的50.04%降到34.53%，使得杰赛科

技不存在绝对控股股东，同时减少了次级代理问题，即减少

大股东机会主义牺牲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杰赛科技通过管理

层持股、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以及引入非国有股东相结合的

方式，使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而这种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公

司价值的增长有着正向促进作用。

3. 杰赛科技创新能力分析。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带动专利

数量增长。企业的专利数量以及增长速度等是衡量一家企业

创新能力的绩效指标。自上市以来，杰赛科技专利申请数量

不断增加，从 2011年的 237项增长到 2015年的 703项，数量

增长了近两倍，可见杰赛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并且杰赛科

技在行业内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参与制作行业标准的一流

企业。在对杰赛科技电子电路分公司的调研中，我们知道杰

赛科技通信类印制电路板生产“多工种、小批量”的运作方

式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符合不同客户的要求，而这

种技术创新需要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来支撑，从表 2中可

以看出近五年杰赛科技研发支出占比均处于较高水平。

Leenders等（2002）认为研发投入等投入指标可以作为企业

创新能力衡量的指标，所以也可以看出杰赛科技创新能力的

不断增强。

（二）从价值驱动视角看杰赛科技

1. 杰赛科技时间价值分析。杰赛科技时间价值的实现实

质是信号传递的过程，信号传递的过程如图3所示。

（1）未来资源的获取。杰赛科技作为其实际控制人中国

电科集团华南地区信息产业的中心，实际控制人在华南地区

的布局对杰科技未来资源获取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电

科在华南地区通信与导航、云计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业务

推进，给杰赛科技未来资源的获取带来了巨大机遇，推动其

在华南地区以及信息产业领域快速发展。

（2）市场趋势的抢占。业务战略布局彰显前瞻性，新一代

移动通讯技术体现洞察力。在电子信息领域，杰赛科技布局

的云计算技术、通信设备等 6个业务是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重点发展的方向（共11个）；而在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领域，杰赛科技布局的物联网应用、信息安全

软件与服务等 8个业务是国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中列出的重点发展方向（共10个），可见杰赛科

技在市场趋势抢占方面具有前瞻性。从表3可以看出，杰赛科

技在专用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综合解决方案收入占比上

逐年增加，这也是杰赛科技业务战略布局初具成果的体现。

另外，专业网络规模效益仍未体现，所以杰赛科技布局专业

网络业务是对于新增长拐点的突破。

2. 杰赛科技空间价值分析。

（1）国内市场服务网络的建立。在国内，其设立38个办事

机构，同时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 13个驻外分公

司，通过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建立起广州本部、省级中心和

服务终端三级服务支撑平台，形成了“零距离服务”和“精细

化管理”的快速反应机制，对一线人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提升快速响应速度和解决方案的能力。同时，杰赛科技业

务也渗透到三大运营商、政府及多个基础行业，形成了“多客

户”的布局。杰赛科技通信类印制电路板业务以客户为导向，

并采用“多工种、小批量”战略，做小厂商做不了而大厂商不

愿意做的业务，获得了很大的客户量。这种多客户的布局，使

得杰赛科技的业务收入能够稳定增长，不会因为某些客户需

求下降而受到影响，达到“东窗不亮西窗亮”的效果。

（2）国际市场的拓展与布局。利用“跟随策略”及“印尼模

式”拓展国际市场。印尼、马来西亚是杰赛科技东南亚市场的

中心，通过香港设立的分公司，形成向世界其他地区辐射发

展的市场网络。在国际化过程中，杰赛科技首先采取“跟随策

项目

营业收入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
占比

2011年

120595.71

6925.13

5.74%

2012年

140678.32

7996.45

5.68%

2013年

168484.18

10169

6.04%

2014年

194683.75

9001.09

4.62%

2015年

229377.75

8245.77

3.59%

表 2 2011~2015年杰赛科技研发投入占比 单位：万元

公众网络综合解决方案
收入/信息网络建设综
合解决方案总收入

专用网络综合解决方案
收入/信息网络建设综
合解决方案总收入

2011年

55.42%

44.58%

2012年

58.79%

41.21%

2013年

50.98%

49.02%

2014年

50.47%

49.53%

2015年

52.81%

47.19%

图 3 杰赛科技时间价值的体现

杰赛科技未来资源的获
取以及市场趋势的抢占

杰赛科技

未来利润增长信号
资本市场对投资者决策
做出反应，股票价格充
分反映所有信息，杰赛
科技股价上涨

投资者

投资者预期

投资决策

表 3 2009~2013年杰赛科技两大信息网络建设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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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过紧跟中国联通在印尼进行投资，获得当地业务。并

且杰赛科技也尝试运用可复制化的“印尼模式”，通过本土化

策略与合作拓展的策略开发印尼市场。“本土化”是指杰赛科

技通过把印尼当地的科研人员招到中国来培训，然后再派遣

出去培养印尼本土工程师；“合作拓展”是指杰赛科技通过分

包的方式和华为、中兴合作拓展印尼市场，实现业务收入增

长。杰赛科技通过复制印尼的经验，拓展海外市场。

（三）从价值实现视角看杰赛科技

笔者结合王善君等（2015）提出的中国股票市场具有半

强式有效性的观点，以及S. David Yong等（2002）提出的市场

越有效，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就越吻合的说法，

认为在相对有效的资本市场中，中国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和市

场价值基本吻合，所以杰赛科技总市值的变化可以反映价值

实现的过程。杰赛科技总市值从2011年1月28日首发上市那

天的25.92亿元，到2015年3月31日的166.59亿元，市值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 59.23%。而同时间段，行业平均总市值的复合

增长率为29.65%，可见杰赛科技的成长性远高于行业成长所

带来的增长。另外，相比沪深 300指数变化趋势，沪深 300指

数复合增长率仅为7.47%，杰赛科技增长的幅度高于沪深300

指数增长的幅度，处于“跑赢市场”的状态，可见杰赛科技市

值管理的成效。

市值增长是杰赛科技一系列布局及转型的反映，也是在

价值支持与价值驱动下的结果。2011 ~ 2012年是杰赛科技布

局的阶段，杰赛科技的主要业务：网络规划设计、通信PCB、

物联网专网等业务处于上升周期，但优势体现并不明显；其

重点推进海外市场的拓展、网络优化业务以及云计算业务、

多媒体信息系统等布局，而这些布局均是基于空间价值以及

时间价值的布局，使得它们能够成为其未来收入的增长点，

从增长率上驱动价值的实现；而2013 ~ 2014年是杰赛科技转

型升级的阶段，杰赛科技通过向新兴产业转型，包括向移动

互联网的产业延伸，发挥多技术、多业务、多客户的平台效

应，加上强大实力的央企股东的战略支持，杰赛科技体现出

显著的竞争优势。转型升级的过程主要在于其价值支持因素

发挥作用，混合制治理结构以及高管与企业利益趋于一致的

状态使得杰赛科技转型改革有更好的驱动力以及活力，产

品/服务竞争力增加多业务调整的柔性，领先的创新能力使

得多技术效应能够初步形成，灵活的空间布局使得其达到凝

聚多客户的效应，而经过前期的战略布局以及后期的转型升

级，也造就了杰赛科技市值的快速增长。

四、总结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杰赛科技基于价值驱动的市值管理模式案

例分析研究，从“价值支持—价值驱动—价值实现”的关键路

径，阐释了基于投资者预期及利益相关者市值管理理论下，

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驱动在企业市值管理实践中的作用。通

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核心主张：第一，相比现在中国资

本市场存在的脱离企业基本面，进行概念炒作式市值推高等

短期过激方式，由企业基本面支撑的市值管理才是长期、科

学的市值管理方式，所以在市值管理过程中，经营者应该特

别重视对企业自身基础的打造，回归企业基本面，从企业产

品/服务竞争力、治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三方面入手，为企业

核心竞争力提供物质载体、制度保障以及源动力。第二，市值

管理的有效驱动在于对投资者预期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管理。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可以依托企业自身经营基础，在时间价

值上布局提高投资者预期，提高企业未来成长价值；在空间

价值上布局，使企业获取快速响应的价值，在为利益相关者

创造价值的同时提升企业价值。第三，管理者可以获取市场

给企业传递的信号，把市场的反应作为企业运作方式是否有

成效的指标之一，在关注企业股价变化过程中，挖掘企业可

能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企业内部经营做出调整。

主要参考文献：

施光耀，邵永亮．．市值管理时代悄然来临［J］．．董事会，

2007（11）．．

施光耀，刘国芳，王珂．．市值管理在中国的来龙去脉——

基于文献的综述［J］．．市值管理，2007（2）．．

Bryman A.．．Research methods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M］．．London：Unwin Hyman Press，1989.

翁世淳．．从价值创造到市值管理：价值管理理论变迁研

究评述［J］．．会计研究，2010（4）．．

施光耀，刘国芳，梁彦军．．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评价研

究［J］．．管理学报，2008（1）．．

朱明秀．．三维价值驱动的企业业绩评价:理论框架与指标

体系［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4）．．

张济建，苗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J］．．会计研

究，2010（4）．．

马保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可行性研究——以山西省

为例［J］．．海南金融，2012（6）．．

Prahalad C. K.，Hamel G.．．The core-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7）．．

何巨峰．．我国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与核心竞争力分析

［D］．．广州：暨南大学，2005．．

Jensen, Michael C.，William H.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

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

Barclay M. J.，Holderness C. G.．．Private benefits from

control of public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2）．．

S. 戴维·扬，斯蒂芬·奥伯恩．．EVA与价值管理——实用

指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510640

□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