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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熊股格局微妙

本报记者 郑洞宇 黄莹颖

A股2014年的开局延续2013年的结构分化行情，牛股继续逞强，熊股依然低迷。 不过，随着年报大戏渐行渐近，这种牛熊分化的格局可能会出现微

妙变化。

业内人士预测，以创业板成长股为代表的“牛群” ，应该会在年报大戏中推出高送转；一些目前股价已经跌破定向增发价格的传统产业“熊股” ，

可能会趁年报契机打起定增“保卫战” ，出现意外的投资机会。 尽管牛股熊股“戏路”不同，但演好演砸关键在于是否有实质业绩搭台。

定增保发面临年报窗口

年报披露时间窗口临近，深圳一位私募人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最近跟踪的一家上市公司显得焦急不安，甚至“反向调研” 这位私募人士

对公司目前的看法。私募人士发现，该公司股价已经跌破定向增发价格，如果股价再这么低迷下去，公司定增方案“煮熟的鸭子”就会飞走。依此推断，

该公司可能会通过年报释放一些利好以提振股价，为定增保发。

在市场结构分化的格局中，不少处于“熊股”行列的股票目前正遭遇定增价格“破发”的困局。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在357只仍未实施定

向增发方案的股票中，有56只股票出现了最新收盘价跌破定向增发价格的情况。其中，价格“倒挂”幅度最大的为江河创建，该股最新收盘价为6.73元，

而增发价格为13.92元，现价较增发价格折价幅度高达51.6%。

上市公司出现定增价格与最新股价“倒挂”的情况若无改善，很可能会在获得定增核准批复文件规定的6个月时间内出现定增失败的情况。 2013

年全年共有61家上市公司的定增方案停止实施，其中多数由于价格“倒挂”引起。如2013年某有色上市公司，在公布重组预案后股价持续下跌，明显低

于定向增发价格，最后终止了资产注入和配套融资。

分析人士认为，定向增发失败通常有三种原因，一是定增定价过高，二是项目资产质地不佳，三是市场行情拖累公司股价。 而第三种情况的出现，

通常蕴藏投资机会。 虽然股价跌破定增价可能致使定增项目“夭折” ，但也有可能吸引看好公司前景的资金以低于定增价的价格抄底，上市公司也会

出现一些“自救” 行为。

如今资金价格高企，企业融资困难，定增往往成为上市公司缓解资金压力的“救生圈” 。 一些获得定增批文但尚未实施定增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其

中经营现金流紧张、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对“保发” 需求强烈。 而这些公司主要会通过年报进一步释放业绩，展现出经营良好的信号，吸引那

些喜欢做业绩“右侧交易” 的机构投资者稳定股价。 除了扮靓业绩，公布项目利好、大订单大合同、涉及热门概念也是常用的辅助手段。 如果实在吸引

不了市场注意，上市公司还可能会通过股东增持回购股票对定增“倒挂” 进行自救。

此外，对于已经成功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也可能存在“自保”的情况。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定增方案中可能会有私下的“对赌协议” ，如果定

增实施后，上市公司股价低于“对赌协议” 中与发行对象约定的价格，上市公司可能就要通过回购股票等手段将股价拉回来。 而一些通过二级市场操

作摊低了定增成本价的发行对象，也可能在“破发” 的情况下，借助年报利好进行波段操作。

主力或借高送转出货

通常在年报行情中，上市公司推出高送转方案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2013年不少高送转潜力股股价已经大幅飙涨，这类上市公司倘若在

股价高企时推出高送转方案，很可能会成为主力出货“逃跑计划” 的一部分，演绎高位出逃的“凌波微步” 。

大户老张近期就成了高送转概念股的受害者。老张1月初打听到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可能会在年报中推出高送转，传闻10送10的预案似乎挺有吸

引力。 虽然该创业板股票股价高企，但对消息来源挺有把握的老张还是选择重仓买入。 但该创业板股票近期出现了持续调整，使得老张浮亏近10%，

对于年报行情，一位公募基金经理认为，从去年三季报披露的情况来看，2013年年报创业板股票恐怕难有超预期的表现，目前对行情的布局以排

除业绩“地雷” 为主。在IPO重启、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并不看好所谓的年报行情。高送转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并非实质性利好，应当警惕大幅溢价个股

借高送转进行炒作。

截至上周末，已有超过20家公司抛出高送转预案，其中佐力药业披露的方案最诱人。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有强提出，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144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12股。

广东达融投资董事长吴国平将高送转行情的演变归纳为三个阶段，即预期阶段、公布阶段和实施阶段。 预期阶段通常为每年11月至次年1月，在这

个阶段消息处于朦胧期，投资人根据个股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对有可能高送转的股票进行炒作；公布阶段一般是从年报披露开始至结束，上市

公司发布确实的消息之后，资金跟风介入，时间一般是年初至4月底；实施阶段是上市公司的送转方案正式实施后，除权股会走出一波填权攻势，但这

个阶段由于靴子落地，表现最没有规律性，行情也最短。 从历史经验来判断，预期阶段的表现最为强势，资金在亦真亦假阶段炒作最为凶悍，股价得以

快速拉升，是资金最佳的介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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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定增保发，还是高送转，对于普通投资人而言都可能是“做局” ，虚多实少。 根据以往经验，年报里披露的东西更加实在。 有私募表示，对于

年报，披露前是内幕，或者只是赌大小；而披露之后的抉择才见功力，像是一场猜灯谜游戏。 “现在拿了一堆跟庄的票，就看年报能不能兑现之前的故

事。 如果业绩好，故事还可以继续讲，股价也能稳住，甚至继续上行，但如果业绩低于预期，我只能赶紧跑了。 ” 该私募表示。

故事的兑现或逐步验证，是大额投资者关注年报的着眼点。 年报中的财务指标哪些更重要？ 昭时投资执行合伙人李云峰表示，在选择投资标的时

需要特别关注企业的现金流和负债情况，现金充裕的企业可能会有意外惊喜，现金紧张的企业可能会有较大风险。

李云峰表示，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基数小，销售增长速度快，受规模效应影响，利润增长往往更快。 不能简单地拿成熟的国内外企业的市盈率和市销

率等指标来衡量，我们将更多考虑以市值总量来评价其估值是否合理。

从具体选股看，众禄投资总监陈龙则表示,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些处于业绩拐点的上市公司，比如以前经营不好，但收入、毛利率、费用率等指标出

现明显改善的迹象。 经营拐点一般会出现在业绩或业务结构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考察年报具体的财务指标外，年报披露时间也颇有玄机。 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之一，上市公司可选择次年1

月1日至4月30日之间的合适时间披露年报，交易所会在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市后公布当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表。

广发证券夏潇阳认为，如果当年年报披露时间比上一年提前或者滞后60天以上，那么该上市公司策划重大事项的可能性较大。 上市公司要策划重

大事项，会倾向于拉开当年年报的披露时间与当年三季报或者次年一季报的披露时间之间的间隔，留足时间来策划重大事项。

根据广发证券的统计，滞后的情况很难获得超额收益，也就是说在次年一季度持有年报披露时间提前60天以上的股票，才有望获得明显的超额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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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变动

幅度（％）

业绩

预告类型

所属行业

2013年报报告

预计披露日期

０００１５０．ＳＺ

宜华地产

４

，

１９０．３７

预增 房地产

２０１４－０４－１８

００００１８．ＳＺ ＊ＳＴ

中冠

Ａ ３

，

７３９．３０

扭亏 综合

２０１４－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１７．ＳＺ ＊ＳＴ

中华

Ａ ２

，

９６０．２４

扭亏 汽车

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２

，

８９９．４０

预增 医药生物

２０１４－０１－２７

６００１０５．ＳＨ

永鼎股份

２

，

０１６．００

预增 通信

２０１４－０４－２２

６００８０３．ＳＨ

威远生化

１

，

６７８．３５

预增 化工

２０１４－０３－１５

００２０６４．ＳＺ

华峰氨纶

１

，

５８４．５０

预增 化工

２０１４－０３－２９

００２１８４．ＳＺ

海得控制

１

，

４９０．３３

预增 电气设备

２０１４－０４－２５

６００２５７．ＳＨ

大湖股份

１

，

４００．００

预增 农林牧渔

２０１４－０３－２９

６００５６６．ＳＨ

洪城股份

１

，

３１２．０２

扭亏 机械设备

２０１４－０４－２６

００２２３９．ＳＺ

金飞达

９００．００

预增 纺织服装

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０００５８４．ＳＺ

友利控股

８４４．０７

预增 化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８

００２２５６．ＳＺ

彩虹精化

８０３．７４

预增 化工

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０００９８５．ＳＺ

大庆华科

７８４．１８

扭亏 化工

２０１４－０３－２９

００２０８３．ＳＺ

孚日股份

７５０．００

预增 纺织服装

２０１４－０４－１５

００２０４７．ＳＺ

成霖股份

７３８．６６

扭亏 轻工制造

２０１４－０４－２４

０００７２５．ＳＺ

京东方

Ａ ６７５．００

预增 电子

２０１４－０４－２２

０００９３５．ＳＺ

四川双马

６５２．４０

预增 建筑材料

２０１４－０４－２２

６００３３７．ＳＨ

美克股份

６２４．００

预增 轻工制造

２０１４－０４－１７

证券名称 预案公告日 方案进度

增发价格

（元）

最新股价

（元）

预计募集资金

（亿元）

招商地产

２０１３－９－１７

股东大会通过

２６．９２ １７．３１ ４８．５３

江河创建

２０１３－７－１６

证监会批准

１３．９２ ６．７３ ４．７４

翠微股份

２０１３－１２－１４

董事会预案

１３．６８ ８．１１ ２０．９３

天威视讯

２０１３－１１－２７

股东大会通过

１７．０５ １２．３８ １２．７７

旋极信息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董事会预案

３１．１７ ２７．４７ １．１２

佰利联

２０１３－１１－７

股东大会通过

１８．７２ １５．９８ ５．６２

蒙草抗旱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发审委通过

２８．０９ ２５．５５ ２．６６

国机汽车

２０１３－７－１

股东大会通过

１３．７０ １１．３２ ７．０８

新华百货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证监会批准

１２．９０ １０．６３ ２．３５

国投新集

２０１３－８－２３

董事会预案

５．６０ ３．４３ ２８．３６

广宇发展

２０１３－１１－１３

董事会预案

７．２１ ５．１３ １２４．８１

和邦股份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股东大会通过

１４．６６ １２．７２ ８．１４

辰州矿业

２０１３－１２－９

董事会预案

９．４２ ７．５２ １３．１８

华邦颖泰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股东大会通过

１６．１２ １４．２９ １１．３４

远兴能源

２０１３－７－１８

董事会预案

５．０６ ３．６２ ３８．６６

东华实业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董事会预案

５．８０ ４．５８ ４５．７４

中钢吉炭

２０１３－８－１４

股东大会通过

８．８０ ７．６８ ２０．２１

冀中能源

２０１３－８－２０

股东大会通过

７．７５ ６．７１ ３１．００

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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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家公司年报业绩预增

传媒等新兴产业公司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张莉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披露2013

年年报业绩预告的千余家上市公司

中，超过六成公司业绩预增，一些上市

公司甚至预告净利润上涨数倍。 从行

业来看，电子、传媒、计算机等新兴行

业年报预披露的业绩表现惊艳。

分析人士指出，从已披露的业绩

预告来看，业绩预增、稳定且行业前

景不错的上市公司有望受到资金追

捧，A股年报行情有望启动。

多家公司净利翻番

岁末年初，A股市场对于2013年

上市公司年报业绩的关注度开始升

温， 部分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13年

业绩预告。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昨

日， 沪深两市有1044家预告了2013

年业绩情况，其中,业绩预增公司达

645家，占比61.78%。从具体板块看，

中小板及创业板市场已披露2013年

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分别为696家

和103家，属于业绩预增范畴的上市

公司分别为453家和56家，占比分别

为65.09%和54.37%。

从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内容来看，

有144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长幅度

超过100%，22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

长幅度超过5倍。 具体来看，目前净

利润变动幅度最大的是宜华地产，净

利润增幅达到41倍以上。 *ST中冠

A、*ST中华A、金普钛业、永鼎股份

等9只个股，年度净利预增幅度均在

10倍以上。

从上市公司披露2013年业绩的

时间进度表来看， 沪深两市2468家

上市公司中有33家公司选择在1月

公布年报业绩，披露高峰集中在3月

与4月，业绩披露家数分别为1061家

和1231家。 分析人士认为，从历史经

验来看，上半年A股市场各种题材炒

作均将涉及年报业绩， 相对而言，市

场表现较佳的个股一般是率先披露

年报的公司。

传统产业喜忧参半

近年来，以传媒、互联网、通信等行

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因政策支持以及

经济结构转型的市场需要获得飞速发

展，在资本市场中也频频获得各路机构

青睐。 受上述因素影响，新兴产业的业

绩增长潜力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年报

预增公司中表现较亮眼的行业。

据Wind数据，传媒业有17家上

市公司披露了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

16家公司业绩预喜，7家公司预计全

年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50%，业绩预

喜占比高达94.11%； 而计算机和通

信行业的业绩预增公司分别达到37

家和18家， 占比分别为64.91%和

56.25%。 从预告业绩增长的原因来

看， 不少上市公司因2013年涉及并

购重组、实现强势资产整合或获得国

家明确产业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提振

业绩、扩大市场规模，从而达到业绩

大幅增长的结果。

部分传统行业公司经营则陷入

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以纺织服装行业

为例， 在45家已披露年报业绩预告

的上市公司中，森马服饰的净利润最

高，约为7.6亿元至9.9亿元，中国服装

的业绩表现较低迷，2013年预计亏

损达3900万元。 同时，上述发布年报

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预告净利润

亏损幅度超过5倍以上的公司集中

在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化工等传统

制造行业，部分行业的公司业绩预告

出现首亏。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行业

受经营成本增加、 国内市场萎缩、融

资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企业经营情

况难以为继，亟需转型。

信息消费环保光伏

或迎业绩拐点

□本报记者 郑洞宇

业内人士认为， 从进入2014年

以来的行情演绎来看， 部分预计

2013年年报高增长的品种已提前有

所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增长

股票可能遭遇“见光死” 的情况。超

额收益很可能出现在2014年业绩出

现拐点的行业。 部分券商研究报告

显示，信息消费、环保、光伏等行业

有望迎来拐点。

信息消费前景看好

2013年备受市场追捧的TMT行

业诞生了不少股价翻倍的牛股，

2014年部分信息消费领域的细分行

业仍有业绩向上的空间。民族证券研

究报告建议，关注4G、北斗、信息服

务板块，选择板块龙头、业绩拐点与

高成长相关标的。

民族证券认为，2014年4G投

资将爆发， 业绩逐步兑现。 2009

年3G发牌，当年运营商资本开支

增幅高达 34.96% ， 由于 4G工作

于高频段，其基站数量将要比3G

更多 ，2014年中国移动会继续加

大4G网络的投入， 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由于4G建网成本的压力，

会收缩固网投入，对CAPEX结构

进行调整， 预计三大运营商总体

资本开支增幅应该在 13%左右 。

建议关注主设备龙头与弹性较大

的网优厂商。

在北斗领域， 民族证券认为，

北斗应用推广加快， 投资热点持

续。 《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提出，到2020年产业规模超过

4000亿元，北斗对国内卫星导航应

用市场的贡献率达到60%，即2400

亿元，市场空间巨大。 此外，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设立将进一步提升北

斗的战略地位， 市场将沿着军工、

行业及大众应用的路径逐渐推进，

目前军工需求蓄势待发，民用市场

启动明显。

环保股调整存机会

环保行业可以说是近年获得政

策支持最多的行业之一，2013年的

整体市场表现较抢眼。山西证券研究

报告指出，“十二五” 最后两年环保

投资有望加速。要顺利实现十二五节

能减排指标必须依赖2013-2015年

真抓实干。 截至2012年底与大气环

保相关的指标完成率较低，尤其是氮

氧化物指标，“十二五” 的目标是下

降10%， 而2012年末的情况是上升

3%，不降反升。 为了完成该目标，未

来防治压力非常大。

在环保行业中，山西证券认为有

业绩增速支撑的公司估值调整有望

为其带来新投资机会。 经过测算，山

西证券预计整个环保行业“十二五”

投资复合增速约30%，相关细分行业

的增速甚至超过这一水平，且部分细

分行业的增长有望持续到 “十三

五” 。 如果能够充分分享行业增速盛

宴的公司股价出现调整，使得其对应

2013年PE低于30倍，将面临良好的

投资机会。

光伏背板需求巨大

光伏产业个股近期在港股市场

成为炒作主力， 随着2014年光伏部

分子行业基本面改善， 港股的光伏

热也可能传导至A股。安信证券研究

报告认为， 光伏背板及其基膜行业

拐点显现。 虽然化学工业PPI指数同

比下降，但降幅已较前期收窄，显现

出见底迹象。 随着去库存化行为结

束、终端需求回暖，部分供需基本面

较好的品种存在弱势反弹可能，但

受制于供给快速扩张， 反弹力度有

限。 可关注行业基本面存在拐点的

投资机会。

安信证券推荐光伏背板及其基

膜产业的理由是：首先，预计全球光

伏行业对背膜的需求量达到3.5亿

平方米， 按照国内组件厂50%的市

场占比，国内对背板的需求将约1.7

亿平方米，供需存在缺口；其次，光

伏产业链中上游的光伏背板及其基

膜仍受制于人， 未来进口替代空间

较大。

年报大戏需业绩搭台

无论是定增保发， 还是高送转，

对于普通投资人而言都可能是 “做

局” ，虚多实少。 根据以往经验，年报

里披露的东西更加实在。 有私募表

示，对于年报，披露前是内幕，或者只

是赌大小；而披露之后的抉择才见功

力，像是一场猜灯谜游戏。 “现在拿

了一堆票，就看年报能不能兑现之前

的故事。 如果业绩好，故事还可以继

续讲，股价也能稳住，甚至继续上行；

但如果业绩低于预期，我只能赶紧跑

了。 ” 该私募表示。

故事的兑现或逐步验证， 是大额

投资者关注年报的着眼点。年报中的财

务指标哪些更重要？昭时投资执行合伙

人李云峰表示，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需要

特别关注企业的现金流和负债情况，现

金充裕的企业可能会有意外惊喜，现金

紧张的企业可能会有较大风险。

李云峰表示，中小企业由于规模

基数小，销售增长速度快，受规模效应

影响，利润增长往往更快。不能简单地

拿成熟的国内外企业的市盈率和市销

率等指标来衡量， 我们将更多考虑以

市值总量来评价其估值是否合理。

从具体选股看，众禄投资总监陈

龙则表示,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些处于

业绩拐点的上市公司，比如以前经营

不好，但收入、毛利率、费用率等指标

出现明显改善的迹象。经营拐点一般

会出现在业绩或业务结构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考察年报具体

的财务指标外，年报披露时间也颇有

玄机。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的重要内容之一，上市公司可选择次

年1月1日至4月30日之间的合适时

间披露年报，交易所会在每年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收市后公布当年年报的

预约披露时间表。

广发证券夏潇阳认为，如果当年

年报披露时间比上一年提前或者滞

后60天以上，那么该上市公司策划重

大事项的可能性较大。上市公司要策

划重大事项，会倾向于拉开当年年报

的披露时间与当年三季报或者次年

一季报的披露时间之间的间隔，留足

时间来策划重大事项。

根据广发证券的统计，滞后的情况

很难获得超额收益，也就是说在次年一

季度持有年报披露时间提前60天以上

的股票，才有望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

年报大戏需业绩搭台 牛熊股格局微妙

□本报记者 郑洞宇 黄莹颖

部分2013年年报业绩预增个股

部分定增价格与现价倒挂的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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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2014年的开局延续2013年的结构分化行情，牛股继续逞强，熊股依然

低迷。不过，随着年报披露渐行渐近，这种牛熊分化的格局可能会出现微妙变化。

业内人士预测，以创业板成长股为代表的“牛群” ，应该会在年报大戏中推

出高送转；一些目前股价已经跌破定向增发价格的传统产业“熊股” ，可能会趁

年报契机打起定增“保卫战” ，令人意外的投资机会或出现。 尽管牛股熊股“戏

路”不同，但演好演砸关键在于是否有实质业绩搭台。

定增保发面临年报窗口

年报披露时间窗口临近， 深圳

一位私募人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 他最近跟踪的一家上市公司显

得焦急不安，甚至“反向调研” 这位

私募人士对公司目前的看法。 私募

人士发现， 该公司股价已经跌破定

向增发价格， 如果股价再这么低迷

下去，公司定增方案“煮熟的鸭子”

就会飞走。 依此推断，该公司可能会

通过年报释放一些利好以提振股

价，为定增保发。

在市场结构分化的格局中，不少

处于“熊股” 行列的股票目前正遭遇

定增价格“破发”的困局。Wind数据

显示，截至1月13日，在357只仍未实

施定向增发方案的股票中，有56只股

票出现了最新收盘价跌破定向增发

价格的情况。其中，价格“倒挂” 幅度

最大的为江河创建，该股最新收盘价

为6.73元， 而增发价格为13.92元，现

价较增发价格折价幅度高达51.6%。

上市公司出现定增价格与最新

股价“倒挂” 的情况若无改善，很可

能会在获得定增核准批复文件规定

的6个月内出现定增失败的情况。

2013年全年共有61家上市公司的定

增方案停止实施，其中多数由于价格

“倒挂”引起。 如2013年某有色上市

公司，在公布重组预案后股价持续下

跌，明显低于定向增发价格，最后终

止了资产注入和配套融资。

分析人士认为，定向增发失败通

常有三种原因， 一是定增定价过高，

二是项目资产质地不佳，三是市场行

情拖累公司股价。而第三种情况的出

现，通常蕴藏投资机会。 虽然股价跌

破定增价可能致使定增项目 “夭

折” ，但也有可能吸引看好公司前景

的资金以低于定增价的价格抄底，上

市公司也会出现一些“自救” 行为。

如今资金价格高企，企业融资困

难，定增往往成为上市公司缓解资金

压力的“救生圈” 。 一些获得定增批

文但尚未实施定增的上市公司，尤其

是其中经营现金流紧张、资产负债率

较高的上市公司，对“保发” 需求强

烈。而这些公司主要会通过年报进一

步释放业绩， 展现出经营良好的信

号， 吸引那些喜欢做业绩 “右侧交

易” 的机构投资者稳定股价。 除了扮

靓业绩，公布项目利好、大订单大合

同、涉及热门概念也是常用的辅助手

段。 如果实在吸引不了市场注意，上

市公司还可能会通过股东增持回购

股票对定增“倒挂” 进行自救。

此外，对于已经成功实施定向增

发的上市公司，也可能存在“自保”

的情况。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定增方

案中可能会有私下的 “对赌协议” ，

如果定增实施后，上市公司股价低于

“对赌协议” 中与发行对象约定的价

格，上市公司可能就要通过回购股票

等手段将股价拉回来。而一些通过二

级市场操作摊低了定增成本价的发

行对象，也可能在“破发” 的情况下，

借助年报利好进行波段操作。

高送转或演绎高位出逃

通常在年报行情中，上市公司推

出高送转方案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由于2013年不少高送转潜力股股

价已经大幅飙涨，这类上市公司倘若

在股价高企时推出高送转方案，很可

能会成为主力出货“逃跑计划” 的一

部分，演绎高位出逃的“凌波微步” 。

大户老张近期就成了高送转概

念股的受害者。 老张1月初打听到一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可能会在年报中

推出高送转， 传闻10送10的预案似

乎挺有吸引力。虽然该创业板股票股

价高企，但对消息来源挺有把握的老

张还是选择重仓买入。但该创业板股

票近期出现了持续调整，使得老张浮

亏近10%，

对于年报行情，一位公募基金经

理认为，从去年三季报披露的情况来

看，2013年年报创业板股票恐怕难有

超预期的表现，目前对行情的布局以

排除业绩“地雷” 为主。 在IPO重启、

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并不看好所谓

的年报行情。高送转对于上市公司而

言并非实质性利好，应当警惕大幅溢

价个股借高送转进行炒作。

截至上周末，已有超过20家公司

抛出高送转预案，其中佐力药业披露

的方案最诱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

有强提出， 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

总股本144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人民币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0-12股。

广东达融投资董事长吴国平将

高送转行情的演变归纳为三个阶段，

即预期阶段、 公布阶段和实施阶段。

预期阶段通常为每年11月至次年1

月， 在这个阶段消息处于朦胧期，投

资人根据个股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然后对有可能高送转的股票进行炒

作；公布阶段一般是从年报披露开始

至结束，上市公司发布确实的消息之

后，资金跟风介入，时间一般是年初

至4月底； 实施阶段是上市公司的送

转方案正式实施后，除权股会走出一

波填权攻势，但这个阶段由于靴子落

地，表现最没有规律性，行情也最短。

从历史经验来判断，预期阶段的表现

最为强势，资金在亦真亦假阶段炒作

最为凶悍，股价得以快速拉升，是资

金最佳的介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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