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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财务分析中，运用的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分析框架是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销售净利润、
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三者的乘
积。这一分析框架名为“杜邦分
析法”。

杜邦分析法来源于美国杜邦
集团的一位普通销售员弗兰克布
朗的一篇关于公司运营效率的报
告。报告提出：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公司资产
运营效率、公司债务负担和产品
的销售利润率。这一分析思路先
是在杜邦集团内广泛运用，随后
成为公司财务分析中普遍运用的
方法。

从这个分析框架可以看到，
起码有三种途径来获得股东回
报。通常，不同行业都有其中某
一两种的获利因素。贵州茅台
单纯依靠超过 50%的销售净利
润 率 就 可 以 保 持 很 高 的 ROE

（资产净利润率）水平；招商银
行 2020 年 共 发 放 贷 款 及 垫 款
5.04 万亿，获得净利息收入 1850
亿，可以算出其利差获得的收
入也就是 3.7%左右，但是其杠
杆率高达 11.45 倍，所以招商银
行始终能维持 15%以上的 ROE
水平；很多公司既没有茅台那么
强大的稀缺性和提价能力，也很
难 达 到 银 行 那 么 高 的 权 益 乘
数。因此，快周转就成为他们的
重中之重。

周转率最高的行业是商贸流
通业，他们的利润率通常都不高，
需要周转速度足够快，比如厦门
象屿2020年3600亿的营业收入，
只有 16 亿的净利润，净利润率只
有 0.45%，但凭借 4.71 的总资产
周转率，其 ROE 超过了 10%。京
东在自建物流和智慧供应链的支
持下，库存周转天数已经降到 31
天，超过零售巨头沃尔玛和亚马
逊的 40 天周转速度，接近行业标
杆 Costco 的 30 天 水 平 。 但 是
Costco 总共只提供几千个 SKU
(库存量单位），而京东自营近500
万个。另一家电商平台公司南极
电商，经过努力运营，总资产周转
率提升了一倍有余，从0.3增加到
0.8，也使其ROE近5年都能保持
在20%以上。

奶制品行业的伊利股份，其
资产周 转 率 一 直 保 持 在 1.5 附
近 ，属 于 高 水 平 稳 定 状 态 ，故
ROE 也是高水准稳定在 20%上
下。同行业的蒙牛最近几年的
总资产周转率在 1 左右徘徊，光
明 乳 业 最 近 5 年 也 只 有 1.3 左
右。矿泉水市场占有率第一的
农夫山泉，总资产周转率从 2018
年的 1.09 提升到 1.24，对其 ROE
提升贡献很大。

李宁公司在北京奥运会之
后，对市场判断失误，导致库存积
压，资产周转率下降非常明显，从
2008 年顶点的 1.88 下降到 2013
年的低谷 0.97，相应的 ROE 也快
速下滑，一度变成负数。近年来，
李宁公司扭转颓势，到 2019 年再
度回到 1.31 的较高水平，ROE 水
平也超过 20%，再度成为有竞争
实力的体育服饰品牌。而海澜之
家 2020 年的总资产周转率只有
0.63。兴起于南京的独角兽企业
SheIn，在快时尚行业更是把周转
速度提升到了极致，通过接受小
规模订单和先预定再生产等方
式，将打样到生产的周期压缩到
7 天，甚至领先行业巨头 ZARA
近7天。

总体来说，无论在哪个行业，
一家公司的资产周转能力总是其
核心竞争力之一，所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正是题
中之义。

□ 孟裴嘉

7月8日，一辆满载鲜食董浜黄金小玉米的厢式
货车从常熟市董浜镇发往北京的盒马鲜生。“一车
3000斤，全程冷链运输。”董浜镇农旅公司副总经
理李涛自豪地说，此前他们的黄金小玉米已正常供
货上海和深圳盒马鲜生店，此番发货北京后，全国一
线城市的盒马鲜生都上架他们的“乡野小食”了。

不独盒马鲜生，董浜黄金小玉米在社区团购
和网销平台上，也是颇具人气。镇宣传委员聂加
敏说，董浜黄金小玉米曾在中国第二届互联网农
产品大会上被评为“十大网销爆款”。

市场各类甜、糯玉米多的是，董浜黄金小玉
米有何“神奇之处”？仲夏时节，记者来到常熟市
董浜镇陆市村，正是黄金小玉米的收摘季节，一
片片玉米地里，农民把玉米掰下，玉米杆比普通
的玉米秸秆小巧，成熟的棒头细长，盈盈一握，穗
子紫红色，显得娇小玲珑。撕开外层皮，只见黄
金小玉米颗粒均匀、密密实实，通体金黄金黄的，
尺寸只不过普通玉米的一半大小。

“我们董浜黄金小玉米的特点，概括起来就三
个字：小、黄、糯。”常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顾维
嘉说，董浜黄金小玉米长约10-12厘米，6根包装
的黄金小玉米重约一斤，吃起来不占肚子；色泽金
黄，叶黄素含量较常规玉米高50%，对视力和美容
有功效；煮食后糯香有咬劲，衔在嘴里像是“横吹
的口琴”，因此备受都市家庭和年轻女性喜爱，网

评为“孩童的天然磨牙棒”和“女士的下午茶”。除
了家庭网购，不少饭店和咖啡店买来作为点心和
轻食，推出“咖啡+黄金小玉米”套餐。

因为适应了都市人轻食和健康的理念，董浜
黄金小玉米在市场上热卖，网销每斤卖到十五六
元，当地3000亩黄金小玉米每年两茬，年产3000
吨左右，年产值近亿元，带动当地千余农户致富。

可是几年前，董浜黄金小玉米只是当地“乡
土小食”，农民只在田埂地头种了三五十亩，多为
自己食用，“影响力不出董浜，名不见经传”。陆
市村种植大户黄国昌说，早在三四十年前，当地

就在田间地头零星种植黄金小玉米，多作为本地
人自己的餐食和零嘴，而现在周边几个村都在种
黄金小玉米，仅他承包的玉米地就有40亩。

“是农产品地标品牌打造，让董浜黄金小玉
米‘点石成金’、爆发性成长。”苏州市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处处长李俊感慨地说，农业
农村部门发起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后，常熟农业
农村局梳理挖掘特色农产品，董浜镇在调查中发
现，陆市等村零散种植的小黄玉米种植面积小、
商品率低，却是当地独有的品种，模样小巧，色泽
金黄，由于农民自留种，品质不稳定，但很有“挖

掘潜质”。送检化验后，小黄玉米叶黄素含量丰
富，外观与口感在全国也少有替代品。于是常熟
农科院在南农大研究院的帮助下对小黄玉米提
纯复壮，同时鉴定了指纹图谱，在董浜推广种植，
很快种出“小、黄、糯”的玉米来。

聂加敏介绍说，为打响小黄玉米品牌，董浜
以镇农旅公司为龙头，发起网络营销和社区团
购，给小黄玉米取名“黄金小玉米”，注册了“童
颜”商标，拍摄短视频、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推介董
浜黄金小玉米。2017 年，董浜举办首届“董浜黄
金小玉米节”，300 多名电商大咖，以及上海的社
区团购“团长”们齐聚董浜，通过电商直播、网络
带货，很快为黄金小玉米打开了销路。

品牌、销路打开后，董浜又从种苗、种植入
手，保障黄金小玉米的品质。李涛介绍，镇里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建起了 50 亩工厂化育
苗基地，免费为种植农户提供种苗，种植过程中
提供有机肥，玉米收摘后“兜底式”保护价回购，
统一包装营销，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农民只管种
不愁销，亩纯收入七八千元，比种菜省力又省心。

2020年，董浜黄金小玉米成功入选农业农村
部评审的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镇里乘势开拓高端
零售市场。今年，董浜“童颜”黄金小玉米走进了盒
马鲜生，成为轻食中的一款“新宠”，每天发往上海、
苏州两地盒马超市的黄金小玉米超1000公斤。

黄金小玉米的开发，让董浜尝到了甜头。顾
维嘉告诉记者，依托地方特色农产品，打造出“乡
情十二品”，既包含董浜黄金小玉米、筒管玉丝瓜
等地标农产品，还有徐市羊汤、琴华爊味等地方
美食，让“老天爷的恩赐，老祖宗的传承”在市场
上发扬光大。

常熟董浜黄金小玉米从“乡野小食”发展为“亿元产业”——

地标品牌，让农产品“爆发性成长”

□ 本报记者 顾巍钟 孟裴嘉
通讯员 李大鹏

基础雄厚，苏州实体经济呼唤“功能
性金融中心”

记者：“功能性金融中心”是个新提法，苏州
为何这样概括自己的金融功能，是区别于周边众
多“金融中心城市”的差别化定位吗？

谢善鸿：“功能性中心”是金融界对城市金融
定位的专用名词，指的是为特定区域内实体经济
发展和运行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功能的金融集
聚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强调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功能，另一方面建立与本地经济相匹配
的特色功能性金融体系。

苏州把自己定位为“功能性金融中心”，是基
于城市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扎实的金融基础。就
产业发展看，苏州是全国制造业体系中最完备的
城市之一，2020 年 GDP 超 2 万亿元，居全国城市
第六位；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稳居
全国城市前三位；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1987 家，
其中境内 A 股 1587 家、位居全国第五，科创板
320 家、居全国第三。服务实体经济，苏州集聚
了全国主要商业银行，70%的证券公司、50%的
保险机构在苏州积聚，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43229 家、管理基金规模超 4000 亿元，是全国私
募投资活跃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为此今年 6 月召开的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
展会议，旗帜鲜明提出金融“四标杆、一中心”目
标：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金融创新、产业
资本集聚、金融开放合作标杆城市，建设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有良好协同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
融中心。这个战略目标的核心，是金融为实体经
济、创新经济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支撑和服务。

协同发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
腹地支撑

记者：苏州金融的“四标杆、一中心”彼此有
怎样的逻辑关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苏州有何
创举？

谢善鸿：“一中心”是目标、是定位，“四标杆”
是路径、是支撑。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目前是
强化以“四标杆”为举措，进而实现打造“一中心”
目标，踏实做事、坚持不懈，不断放大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创新优势，社会各界会对“一中心”形成清
晰认同和响应。

“四标杆”中，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标杆
城市”是统领和关键，因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

“天职”，苏州有基础、有能力，也应该树起这个标
杆；打造“数字金融创新标杆城市”，是利用苏州现
有三项数字金融试点机遇，推动数字金融产业发
展；打造“产业资本集聚标杆城市”，通过集聚发展
私募基金等举措，吸引集聚高能级各类资本汇聚
苏州，高端创新资源配置到创新领域，围绕科技创
新、产业升级优化资本配置；打造“金融开放合作
标杆城市”，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深化跨境
金融创新，为苏州金融广聚境内境外资源。

“一中心”是要让苏州成为与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有良好协同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融中心。苏
州要全面对接上海、学习上海、融入上海、服务上
海，“功能性金融中心”不是重复建设、也不是“另
起炉灶”，而是主动接受上海全球金融中心辐射，
在服务上海中促进苏州发展。沪苏金融合作要对
标“伦敦-爱丁堡”“纽约—波士顿”等世界领先金
融中心错位发展经验，在数字金融、资本市场培
育、私募股权、跨境金融、金融生态环境等领域贡
献“长板”，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腹地支撑。

树立标杆，苏州融资成本全国大中城
市最低

记者：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是服务
实体经济、创新经济。对此苏州有哪些成功经
验，又将怎样创新改革？

谢善鸿：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打造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标杆城市”，苏州的做法、标准、成
效都要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建立综合金融服务、
地方企业征信、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中心三大
平台，创新出台“信保贷”“信用贷”等政策工具，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服务企业近20万家，为近4万
家企业解决融资超 9000 亿元，其中 56%的企业
获得首次贷款，70%的企业获得信用类贷款支
持。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0.43%，保持全国大
中城市最低水平。

今年1月，苏州市区两级财政创立60亿元的
天使母基金，4 月份基金业巨头高瓴资本落户苏
州工业园区，东吴证券承销全国首批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苏州项目作为全国首批试点两只基础设
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放眼苏州，企业全生

命周期投融资体系加快形成，直接融资比例不断
提高。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标杆城市，我们要
打造全国知名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便利企业
获得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全品种、最广覆盖的
全方位金融服务。

为吸引股权投资集聚，苏州出台专项政策规
定，在国内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天使母基金在单
个子基金中比例放宽40%，政府引导基金放宽至
50%，加上苏州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合计出资最
高比例达 50%。符合投早投小投科技的私募基
金，5 年内发生损失的，可按 20%给予补贴等。
同时拓宽市场化募资渠道，鼓励私募投早投小，
提升初创型企业首投、首贷可获得性。

良好的金融生态，使苏州成为国家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田”，获批小微企业数字征信、数字人
民币、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昆山金改区等金融领
域改革试点。近期，苏州又获国家外汇管理局批
准，在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市开展资本项目外汇
业务创新试点。

走上前台，金融打造现代产业重要增
长极

记者：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是中心城市
的必备功能。苏州 GDP 超杭州、南京，可 2020 年
苏州金融增加值1770亿元，占GDP比8.8%，绝对
值低于杭州，占比也低于南京。

谢善鸿：关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我们要辩
证看：一方面苏州 GDP 总量高、融资成本低，“分
母大而分子小”，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是好事，所以

金融中心城市不应“唯增加值论”；但另一方面也
应看到，金融增加值占比还不高，也反映出苏州
法人持牌金融机构总量还不够多，头部机构还需
抓紧引进，这是苏州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应当重
视的问题。

总体看，苏州无论是作为一个产业加速发展
的制造业大市，还是一座常住人口接近 1300 万
的特大城市，都需要金融业“走上前台”、提供高
质量支撑。将金融业作为现代产业重要增长极，
对苏州建设特大城市、发展高水平服务业，进而
成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苏州不久前发布《关于推进苏州金融
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苏州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支持金融产
业发展、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营造金融生态
环境3方面出台了25条措施，积极吸引金融企业
总部、一级分支机构、专营机构和专业子公司等
落户苏州，提升城市金融服务能级，对重要项目
采用一事一议方式给予重点支持；支持法人金融
机构通过增资、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资本规模、
实现外溢发展，提升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发挥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业态，引育机构发
展，带动产业投资。

文件对金融业扶持力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任
何时期，堪称国内城市中的最优标准。我们力争
以最好的金融基础设施、最优的金融服务理念、
最佳的金融生态环境,“创第一、争唯一”，打造匹
配苏州城市地位、满足苏州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功
能性金融中心。

功能性中心，苏州金融的“创新表达”
—— 对话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谢善鸿

品牌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财经访谈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杜邦分析法中的快周转

□ 崔周洲 耿强放眼长三角，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拥有“阿里
系”金服系统的杭州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城市”，辐射苏
皖赣的南京定位“东部重要金融中心城市”，处于沪宁杭“包

围圈”中的苏州，如何确立自己的金融地位？
不久前召开的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把苏州定位为“功能性金融中心”，

这让习惯了“全球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等称谓的读者对此倍感新鲜。苏州为
何定位为“功能性金融中心”，有何涵义、如何支撑？记者为此专访了苏州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谢善鸿，一位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号召，从上海市地方金融监
管局中层干部转任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一把手的交流任职干部。

常熟董浜黄金小玉米

苏州苏州CBDC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