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芳：用现在的观点看，原始股如果没到
二级市场流通的话，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
金杯股票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到上交所上市的？

王富家：1992 年 6 月 2 日，金杯公司向中国
人民银行和证监会递交金杯股票上市申请，同
年 7 月 24 日，金杯汽车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

王 芳：从递交申请到挂牌上市，总共用了
一个多月时间，这在现在都不敢想象！

王富家：上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才刚刚
起步，企业上市都比较快。再说金杯公司一直
是沈阳产值、利税第一大户，在全国也非常有知
名度。

王 芳：上市当天您在现场吗？金杯股票
开盘价如何？

王富家：开盘当天，沈阳市领导、上海市领
导都在场，我们去了很多人，我也有幸见证了这

一历史时刻。开盘价涨到 17元，而在沈阳私下
交易的金杯股票每股才4元。当时，头脑快的人
马上全收金杯股票，然后转手到上海大赚一笔。

王 芳：很多持有金杯股票的职工，不得拍
着大腿后悔啊！

王富家：哈哈，后悔有啥办法！
王 芳：听说，在筹备到上交所上市的同时，

公司领导悄悄准备赴美上市，有这么一回事吗？
王富家：确实如此，当时赵希友已经在操作

金杯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他的观点
是，“金杯需要钱，美国的资金多得是，干吗不去
圈他们的钱回来给我们用？”

王 芳：赴美上市比在 A 股上市困难得多
吧？而且在当时，这应该也是改革的禁区？

王富家：过程当然很艰难，有很多政策的限
制。最初，金杯公司在百慕大注册了一家空壳
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然后申

请在纽交所上市。此举不仅有政治风险，还有
经济风险：发行 500万股金杯股票，光发行成本
就要 500多万美元，而股票能否成功卖出，股价
多少，都不好说。但我们坚定目标，最终在1992
年 10 月 9 日这天，英文缩写“CBA”的华晨汽车
股票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

金杯公司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境外上市的公
司。上市当天，纽交所巨大的显示屏显示：华晨汽
车每股售价16美元，500万股仅用了一个多小时
便被抢购一空，股价迅速上扬至20美元。

王 芳：国内听到金杯在海外上市，是不是
都感到吃惊？

王富家：有关部门还来调查此事。1992 年
10月28日，我们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
在美发行股票发布会。有关领导将金杯公司
赴美上市一事，称之为“开通了中美两国的金
融管道”。

1 月 30 日，沈阳市将全市最大的工业企
业——沈阳汽车工业公司委托给赵希友个人
经营。委托经营机制的出现，为搞活大中型
企业提供了新的经验。

2月10日，沈阳市拍卖行成立，它是全国
首批八家拍卖企业试点单位之一，是沈阳乃
至东北地区的首家拍卖行。1990 年 11 月 21
日，成功举办了“首届公物、罚没物资拍卖
会”，敲响了东北拍卖行业的第一槌。

3 月 2 日，省政府发布《关于加速辽东半
岛对外开放的若干政策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决定在辽东半岛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
辽东半岛对外开放。《规定》提出，下放审批权
限、简化审批手续；扩大外贸自主权；鼓励外商
投资，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鲅鱼圈出口
工业区、沈阳铁西工业区办试点先行区；扩大对
外开放功能；搞好金融服务、发展外向型经济。

11月30日，中国最大的长途汽车客运站——
沈阳汽车客运总站全部竣工。该站占地面积
4.2万平方米，主楼及群楼建筑面积6000平方
米，候车大厅和售票厅可同时容纳5000人候
车，可在同一时间发出24辆客车。

12月18日，辽宁省辽河三角洲地区被国
务院列为国家重点农业综合开放区。国家和
地方对该开放区总投资 16.5亿元，是新中国
成立后辽宁省最大的农业投资项目。

12 月，沈阳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集咨
询、调解和仲裁于一体的沈阳市人才流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1990 年更名为沈阳市人事
仲裁委员会。

金杯发行股票震动全国

金杯汽车
1988年

王 芳：王老师，关于金杯股票的历史，经常有
老职工说起，咱们这个股票为什么要卖到中南海？

王富家：当时金杯股票卖得不太理想，公司
领导提议能否到北京去卖？这样就派人去了国
家体改委机关办公地，后来引发了轩然大波。

王 芳：用现在的观点看，那可是原始股啊！
王富家：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没有几个

人明白股票呀。
王 芳：哦，也对！金杯为什么要发行股票呢？
王富家：这个事我给你慢慢讲。
王 芳：太好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对金杯股

票历史只是一知半解。
王富家：1988年3月25日，沈阳市体改委以

（1988）4号文件批准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改制为金杯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大型企业中选定沈阳汽车工

业公司在全国试点，取得经验。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一亿元人民币股
票。认购后股权属于个人，可以转让、买卖、继承、赠与
和抵押。股东每年可以持股票领取不低于银行最
高储蓄利率的股息，同时可分得红利。从7月15日
开始，金杯股票面向社会发行。直到第二年的９月
份，总计卖出不到5000万元，还不到总数的一半。

王 芳：听说，许多职工都不买金杯股票，还
被摊派卖股票？

王富家：确有其事！别看不容易，但现在回
想起来，那真是个难忘的、火热的、改革的年代。
时任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赵希
友等领导，自觉肩负起沈阳汽车支柱产业建设的
重任，恪尽职守，夙兴夜寐，持续推进改革。

王 芳：王老师，您是怎么来到金杯公司工

作的？
王富家：我以前在沈阳缝纫机厂当厂长。

1984年7月16日，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赵希
友一行来访。他开宗明义地说，沈阳市委、市政
府决定沈阳要把汽车工业建成支柱产业。你们
缝纫机厂铸造、机加工能力强，厂区面积大，人员
素质好，希望你们能转产和我们一起干汽车好不
好？我当即表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汽车工
业当作支柱产业，沈阳工业门类齐全，有干好汽
车支柱产业的历史和能力优势，赞同和拥护市
委、市政府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战略部署。后
来，我们从沈阳市轻工局转入沈阳汽车工业公
司，肩负起为沈阳汽车制造厂的轻型货车和沈阳
轿车厂（后重组为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金
杯海狮轻型客车，供应汽车发动机的任务。

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南海里购股票》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不到300字的报道，引发
了巨大关注。这股票来自何方？

华晨集团是辽宁的汽车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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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芳
1988年出生，华晨集团职工，对金杯汽车的历史非常

感兴趣。

王富家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宣传部部长、经济宣传处处长，

经历了金杯华丽转身的那些年。

1990年以后，人们对股票不再陌生。同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对外营业。此后，金杯公司开始酝酿在上交所上市，并在
私下悄悄运作赴美上市一事。在当时，境外上市还是一个禁区。

王 芳：王老师，华晨集团作为辽宁的汽车
龙头企业，这两年可谓好事连连：2016 年，首次
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前 100 强；2017 年，与法
国雷诺集团正式达成合资合作协议；2018年 10
月，与宝马集团在华晨宝马 15周年庆典上签署
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战略协议。

王富家：非常不错，作为老职工，为你们感
到高兴。

王 芳：企业能有今天，全是靠老一辈职工
拼搏奋斗留下的底子。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
年，您觉得金杯公司有哪些改革经验值得我们
借鉴与学习呢？

王富家：首先是不断改革，公司领导当时就
提出打破“大锅饭”，采取 15种形式进行分配制

度的改革，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管理，与下属96
家整车、总成和零部件企业层层签署资产经营
责任制考核管理奖惩协议，确保经营者以高度
的责任心和科学决策确保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
年度严格考核奖惩激励。

王 芳：打破“大锅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富家：当时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也有很

多好办法，比如通过公开招聘强人、能人来公司
投标、竞标，迅速改变了许多企业多年低迷、亏
损的局面；再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状况进行一
厂一策，给予不同的扶持政策与激励。总之，金
杯公司有很多好的改革经验。

王 芳：金杯公司伴随改革开放走过了改
革、发展、壮大的历程，您有哪些体会？

王富家：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国际汽车市
场竞争，必须增强企业和全体员工的危机感、使
命感、责任感；必须制定客观、冷静、坚定、可行
的对策方案统一思想，发挥优势、推进改革，不
断增强产品、技术、质量；不断改善管理，提高效
益与自身竞争力。

王 芳：那么，您对于华晨集团下一步发
展，有哪些建议？

王富家：我认为，应该积极、持续推进华晨
金杯公司与国际先进车企的国际化合资、合作，
充分发挥国际先进车企的引领、带动和先进技
术与管理的示范、合作效应，进一步发扬传统，
发挥改革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
争中破浪前行。

每当有人让王富家回忆金杯往事时，他总感慨道：那真是个难忘的、火热的、改革的年代。为实现将汽车产业建成沈阳第一支
柱产业的雄心壮志，以赵希友为首的创业元老硬是把96家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组织起来，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全民炒股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辽宁做出了很多大胆
探索，给全国人民留下很多宝贵经验。其中，金
杯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生动代表。

资深证券分析师陈中洋分析说，首先，金杯
股票发行的过程，就是一个国人认知股票为何
物的过程。金杯股票的发行，历时一年，经历了
从内部强制摊派，到全国各地设点发售。推进
之初难度之大，可见一斑！这一切都源于改革
之初国人对股票的不了解。人们只是知道当时
的股票是有年利率保底收益的，但并不了解股
票巨大的升值潜力。1992 年 7 月，金杯汽车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当天每股上涨
到 17 元，而在沈阳私下交易的金杯股票才 4
元。面对巨大的价格差，很多先知先觉的人开
始大量收购股票并在上海交易所进行卖出套
现，这种现象就是我国证券市场上最早期的一
级半市场！从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股
票。

其次，金杯股票的发行上市成功，激发了市
场人气。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选择发股票这种
直接的融资方式，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那样向国
家伸手去等、靠、要。同时，众多的民间资本选择
购买股票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市场化特征
明显体现了出来。群众踊跃地进入市场当中，成
为市场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优势越发明显。真正
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推进。

第三，1992 年 10 月 9 日，金杯汽车股票成
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 8000 万
美元。从当下的角度来看，这是属于改革开放
过程中典型的“请进来”“走出去”。在 30 多年
前，这种创新可以说是空前的。金杯汽车股票
的两地发行，给全国各地的企业经营者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也让每个关注改革进程的人了解
了股票这种新生事物，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领
头羊的作用。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9日 对话地点 辽宁日报社

王富家（左）跟王芳讲述金杯的故事。

1988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金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1亿元人民币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