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90家公司去年净利增长5.79%（主）

金融仍是“稳定器” 互联网成“加速器”

本报记者 于萍

截至23日记者发稿时，两市已有21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4年年报。 这些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6.1万亿元，同比增长6.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万亿元，同比增长5.79%。

由于年报披露已临近尾声，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将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 虽然银行、地产2014年的业绩增速明显放缓，但在扣除金融地产类上市公司后，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仍同比回落了约0.08%。 在牛市带动下，券商2014年业绩大幅增长。 互联网、传媒、家电等行业也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成为带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力量。

全部公司业绩增速或为5%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上市公司业绩增幅也出现回落。 2013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同比增长了14.3%。 2014年一季度、中期和三季度时，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曾分别达到8.09%、9.64%和9.05%，而目前披露的年报显示，2014年A股整体业绩增幅仅为5.79%。

目前大型公司已经基本披露完毕年报，因此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将在5%左右的水平。

在已经披露年报的2190家公司中，共有1372家公司实现业绩同比增长或扭亏，占已披露年报的六成以上。 在业绩增长的公司中，有173家公司实现同比翻番。 其中，东方财富2014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213.59%，是目前业绩增幅最大的公司。 浪潮软件、民生控股、长电科技等公司的业绩也同比增长了10倍以上。

东方财富年报显示，2014年公司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1.66亿元，同比增长3213.59%。 受益于资本市场的持续回暖和活跃，东方财富的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整体业绩增幅明显跑赢主板市场。 统计显示，2014年中小板整体业绩同比增长了13.84%、创业板整体业绩也保持了高增长；而上证A股和深证主板A股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增幅分别为4.63%和5.47%。 对此，广发证券分析师认为，主板公司2014年年报业绩增速回落主要源于宏观经济下行，而创业板公司年报业绩整体较为靓丽则由于其成分公司的抗周期性以及大量外延式兼并收购的资产并表。

2014年有152家公司亏损。 其中，中国铝业亏损额达到162.17亿元。 回顾A股历史，上市公司年亏损额超过百亿元的只有2008年的东方航空及2011年的中国远洋。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中国铝业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 年报显示，中国铝业2014年资产减值损失为74.5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6.60亿元，增长幅度为314.62%。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次新股的业绩在2014年出现下滑。 披露年报的187家次新股公司中，有59家年报业绩同比下降。 由于铁矿石市场低迷，2014年12月登陆A股的海南矿业净利润同比下降57.76%。 2014年年初登陆A股的登云股份、鼎捷软件、金一文化等公司业绩下降幅度超过30%。

银行地产盈利收窄

金融和地产一直充当着A股上市公司业绩“稳定器”的作用。 从2014年年报看，银行、地产的业绩增速均有所放缓，券商业绩则随着牛市来临而出现大幅增长。

统计显示，已披露年报的金融及地产公司2014年共实现净利润1.4万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63%。 如果扣除这些公司，其余上市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0.87%。

已披露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2014年实现净利润1.17万亿元，同比增长7.22%，而此前上市银行整体业绩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速。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家银行业龙头的盈利规模占据A股前四席。 工商银行2014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8.11亿元，同比增长5.01%，增速是上市以来新低。 其余三大行的业绩增幅也均在10%以内。 平安证券研究员认为，部分银行加大了拨备计提来对冲降息对2015年业绩的冲击，从而使2014年业绩低于市场预期。

前几年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速的房地产在2014年也出现明显放缓。 已经披露年报的104家房企2014年实现净利润865.30亿元，同比增长2.31%，这一增速已低于2008年的低点时期。 万科及保利地产在2014年的盈利规模均在百亿元以上。 万科2014年实现净利润157.45亿元，同比增长4.15%；保利地产实现净利润122亿元，同比增长13.52%。 总体看，大型房企在2014年仍保持稳定增长，而不少区域性中小房企业绩出现下滑。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2013年到2014年，大部分企业已转型增加一二线市场布局，未来一二线市场竞争将非常激烈。 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供需相对平衡的局面，2015年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将更加明显。

相比之下，在牛市的带动下，券商业绩全面爆发。 统计显示，18家披露年报的上市券商2014年实现净利润479.35亿元，同比增长111.80%。 包括光大证券、太平洋、东吴证券、兴业证券在内的12家券商业绩增幅超过100%。 其中，光大证券的业绩增幅达到904.83%。

海通证券表示，随着行业创新持续推进，融资融券、股权质押等资本中介业务迅速发展，是证券行业2013、2014年业绩增长的因素之一，也将继续带动2015年业绩的提升。

互联网成为新引擎

如果说金融业仍充当A股上市公司业绩“稳定器”的话，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行业正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目前披露的2014年年报看，互联网、通信设备、医疗服务、白色家电、文化传媒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在2014年的业绩增速均在30%以上。

统计显示，24家互联网类公司中，有18家业绩实现同比增长，且多数的增幅在40%以上。 顺荣三七、掌趣科技的业绩增幅均超过100%。

随着“互联网+”的热度不断升温，上市公司正纷纷涉足互联网。 2014年“互联网+”概念的龙头公司业绩表现也相对抢眼。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医疗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均显现一定成长优势。

因“互联网+金融”概念受益的同花顺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66亿元，同比增长44%；全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0.60亿元，同比增长176%。 布局在线教育的立思辰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8.47亿元，同比增长37.11%；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1亿元，同比增长60.68%。

一些传统行业的“互联网+”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郴电国际正在探索能源互联网经营模式，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已成功上线运行。 2014年郴电国际实现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35.19%。 光学膜龙头企业康得新在2014年业绩增幅达到52.25%，公司正在进行商务创新，融合互联网+智能化。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发展将推动企业业务转型升级，有望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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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3日记者发稿时，两市已有21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4年年报。这些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

入26.1万亿元，同比增长6.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万亿元，同比增长5.79%。

由于年报披露已临近尾声，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净利增速将维持在5%左右

的水平。虽然银行、地产2014年的业绩增速明显放缓，但在扣除金融地产类上市公司后，A股上市公司

整体净利仍同比回落了约0.08%。在牛市带动下，券商2014年业绩大幅增长。互联网、传媒、家电等行

业也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成为带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力量。

全部公司净利增速或为5%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上市公司业绩增幅

也出现回落。 2013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

同比增长了14.3%。 2014年一季度、中期和

三季度时，上市公司整体净利增速曾分别达

到8.09%、9.64%和9.05%， 而目前披露的年

报显示，2014年A股整体净利增幅仅为

5.79%。

目前大型公司已经基本披露完毕年报，

因此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整

体净利增速将在5%左右的水平。

在已经披露年报的2190家公司中，共有

1372家公司实现净利同比增长或扭亏，占已

披露年报的六成以上。 在业绩增长的公司

中，有173家公司实现同比翻番。 其中，东方

财富2014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213.59%，

是目前业绩增幅最大的公司。 浪潮软件、民

生控股、长电科技等公司的业绩也同比增长

了10倍以上。

东方财富年报显示，2014年公司实现归

属于股东的净利润1.66亿元， 同比增长

3213.59%。 受益于资本市场的持续回暖和

活跃，东方财富的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服务

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整体业绩增幅

明显跑赢主板市场。 统计显示，2014年中小

板整体净利同比增长了13.84%、 创业板整

体业绩也保持了高增长；而上证A股和深证

主板A股上市公司净利同比增幅分别为

4.63%和5.47%。 对此， 广发证券分析师认

为，主板公司2014年年报业绩增速回落主要

源于宏观经济下行，而创业板公司年报业绩

整体较为靓丽则由于其成分公司的抗周期

性以及大量外延式兼并收购的资产并表。

2014年有152家公司亏损。 其中，中国

铝业亏损额达到162.17亿元。回顾A股历史，

上市公司年亏损额超过百亿元的只有2008

年的东方航空及2011年的中国远洋。计提大

额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中国铝业业绩下滑的

重要原因。 年报显示，中国铝业2014年资产

减值损失为74.59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56.60亿元，增长幅度为314.62%。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次新股的业绩在

2014年出现下滑。 披露年报的187家次新股

公司中，有59家年报业绩同比下降。 由于铁

矿石市场低迷，2014年12月登陆A股的海南

矿业净利润同比下降57.76%。 2014年年初

登陆A股的登云股份、鼎捷软件、金一文化

等公司净利下降幅度超过30%。

银行地产盈利收窄

金融和地产一直充当着A股上市公司

业绩“稳定器” 的作用。 从2014年年报看，

银行、地产的业绩增速均有所放缓，券商业

绩则随着牛市来临而出现大幅增长。

统计显示，已披露年报的金融及地产公

司2014年共实现净利润1.4万亿元， 占全部

上市公司净利润的63%。 如果扣除这些公

司，其余上市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

0.87%。

已披露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2014年实

现净利润1.17万亿元，同比增长7.22%，而此

前上市银行整体业绩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

上的增速。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四家银行业龙头的盈利规模占据

A股前四席。工商银行2014年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8.11亿元， 同比增长

5.01%，增速是上市以来新低。其余三大行的

净利增幅也均在10%以内。平安证券研究员

认为，部分银行加大了拨备计提来对冲降息

对2015年业绩的冲击， 从而使2014年业绩

低于市场预期。

前几年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速的房地产

在2014年也出现明显放缓。 已经披露年报

的104家房企2014年实现净利润865.30亿

元，同比增长2.31%，这一增速已低于2008

年的低点时期。 万科及保利地产在2014年

的盈利规模均在百亿元以上。 万科2014年

实现净利润157.45亿元，同比增长4.15%；保

利地产实现净利润122亿元， 同比增长

13.52%。 总体看，大型房企在2014年仍保持

稳定增长，而不少区域性中小房企业绩出现

下滑。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2013年

到2014年，大部分企业已转型增加一二线市

场布局， 未来一二线市场竞争将非常激烈。

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供需相对平衡的局面，

2015年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将更加明显。

相比之下，在牛市的带动下，券商业绩

全面爆发。 统计显示，18家披露年报的上市

券商2014年实现净利润479.35亿元，同比增

长111.80%。 包括光大证券、太平洋、东吴证

券、兴业证券在内的12家券商业绩增幅超过

100%。 其中， 光大证券的业绩增幅达到

904.83%。

海通证券表示， 随着行业创新持续推

进，融资融券、股权质押等资本中介业务迅

速发展， 是证券行业2013、2014年业绩增

长的因素之一， 也将继续带动2015年业绩

的提升。

互联网成为新引擎

如果说金融业仍充当A股上市公司业绩

“稳定器”的话，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

行业正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目

前披露的2014年年报看，互联网、通信设备、

医疗服务、白色家电、文化传媒等行业的上市

公司在2014年的净利增速均在30%以上。

统计显示，24家互联网类公司中， 有18

家净利实现同比增长，且多数的增幅在40%

以上。 顺荣三七、掌趣科技的净利增幅均超

过100%。

随着“互联网+”的热度不断升温，上市

公司正纷纷涉足互联网。2014年“互联网+”

概念的龙头公司业绩表现也相对抢眼。互联

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旅游、互联

网+医疗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均显现一定成长

优势。

因“互联网+金融” 概念受益的同花顺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66亿元， 同比增长

44%； 全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0.60亿元，

同比增长176%。 布局在线教育的立思辰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8.47亿元， 同比增长

3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1亿元，同

比增长60.68%。

一些传统行业的“互联网+” 步伐也在

不断加快。郴电国际正在探索能源互联网经

营模式， 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已成功上线运

行。 2014年郴电国际实现净利润1.71亿元，

同比增长35.19%。 光学膜龙头企业康得新

在2014年净利增幅达到52.25%， 公司正在

进行商务创新，融合互联网+智能化。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融

合发展将推动企业业务转型升级，有望打开

新的成长空间。

创业板公司业绩

延续高增长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整体看， 创业板公司去年业绩延续了高增长态

势。截至4月23日，446家创业板公司中已有351家公

司发布了2014年年报，这些公司去年合计实现营业

收入2933.62亿元，同比增长28.89%；合计实现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58亿元， 同比增长

25.46%。 351家公司中，超过7成公司2014年净利实

现增长。从公布的年报看，多家创业板公司提出互联

网发展的策略，涉及“互联网+”的热情日益高涨。

逾七成公司净利增长

Wind统计显示，截至4月23日，351家创业板公

司 2014年合计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58亿元， 同比增长25.46%。 351家创业板公司

中，306家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占比高达87%。

从盈利角度来看，246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增长，占比

超过7成。 此外，97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8家

公司出现亏损。

从营业收入规模来看，上海钢联、乐视网、蓝色

光标占据前三位；上海钢联、恒顺众昇、星星科技三

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位居前三， 分别增长

386.6%、296.56%、291%，上海佳豪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257.34%位居第四位，乐视网、金龙机电、三聚环

保等15家公司营业收入增幅超过100%。 上海钢联

称， 子公司钢银电商于报告期内推出了钢材超市

（寄售模式）且发展迅速，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出现大

幅上升。 恒顺众昇则把营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

2014年新增煤炭产销业务和机械成套装备业务。

从盈利方面来看，华谊兄弟、蓝色光标、汇川技

术净利润位居前三，东方财富、华灿光电2014年净

利润增幅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同比增长3213.59%和

1155.01%。大富科技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8倍，联建

光电、科大智能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过7倍。

东方财富业绩大增缘于资本市场持续活跃。

2014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交易规模大幅增长，股票

账户和基金账户新开户数大幅增加。 受益于资本市

场的持续活跃， 公司基金第三方销售服务业务实现

了快速发展， 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平台基金销售规

模同比大幅上升， 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收

入同比大幅增长， 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基金销售规

模和收入增加更为明显。受2013年及2014年度预收

收入持续增长的影响，2014年度确认的金融数据服

务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由于营业总收入同比增

长幅度大于营业总成本同比增长幅度，2014年公司

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涉足“互联网+” 概念

创业板公司多为中小和创新型公司， 转型相对

容易。 在“互联网+” 大潮涌起的背景下，众多创业

板公司在2014年年报中透露出拥抱 “互联网+” 的

意向。

在互联网金融、利率市场化、信息安全等因素影

响下，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更新替换加速，智慧银行、

互联网银行等新型金融IT系统和产品需求强烈。 根

据长亮科技2014年年报，公司抓住银行核心业务系

统更新替换加速以及智慧银行、互联网银行IT建设

的机遇，积极谋局部署，相关业务2014年业务实现

较快增长。

昆仑万维在2014年报中明确提出进军互联网

金融，打造综合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已经投资国内领

先的个人理财应用随手科技、 大学生分期消费平台

趣分期，在理财和信贷两个方面卡住流量入口；参股

信达天下，补充互联网金融产品设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互联

网+” 战略。 金卡股份拟定增募资8.5亿元用于公司

“新增物联网燃气计量仪表130万台技术改造项

目” 。 项目的实施将扩充公司物联网燃气表的产能

同时布局计量系统平台，为后续业务的延伸、互联

网应用引进、大数据、云平台应用、创新营运模式的

推进打好软硬件基础，打造“互联网+燃气计量”

领军者。

宋城演艺表示，将建立演艺移动平台，从旅游服

务、到演艺平台、再到用户社区，以千万级游客量为

基础、以景区无线网络服务为主要入口，提供涵盖资

讯、销售、导游、服务、演员互动、线上线下游戏植入、

活动组织、现场直播、综艺娱乐等内容。 这将成为宋

城演艺拥抱互联网的一个重要举措。

订单落地将提振

“一带一路”公司业绩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数据显示， 截至4月23日，51家 “一带一

路” 概念板块上市公司披露了2014年年报，这

些公司2014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915.36亿

元，同比增长5.8%；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74.70亿元，同比增长17.5%。 值

得注意的是， 一些公司已经在针对 “一带一

路” 战略进行布局，对未来业务作出部署。 随

着“一带一路” 战略的推进，一些公司在海外

的订单也逐渐落地，将对这些公司未来业绩带

来积极影响。

布局“一带一路”

根据Wind资讯统计，51家 “一带一路”

概念上市公司2014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6915.36亿元，同比增长5.8%；合计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4.70亿元， 同比增

长17.5%。从营收规模来看，中国铁建、中国交

建、中国中冶三家中字头公司位列前三；从营

收同比增幅来看， 渝开发同比增长超过1倍。

从盈利规模来看，三家公司依然稳居前三位，

不过次序变为中国交建、 中国铁建、 中国中

冶，前两家公司2013年和2014年盈利均超过

百亿元。

51家“一带一路” 概念上市公司中，25家

公司2014年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22家公司

业绩出现下滑，*ST建机、 青海华鼎、 西安旅

游、 神火股份4家公司出现亏损。 兰石重装

2014年业绩同比增长超过7倍，为51家公司中

业绩增幅最高的公司。 不过，兰石重装业绩大

增的主要原因是获得搬迁补偿。由于收到搬迁

补偿，2014年兰石重装营业外收支净额增加

39224.94万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影响， 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4961.14万元。 其2013年实现净利润4937.35

万元，2014年业绩仅同比略增。

此外，福建水泥、广汇能源、银星能源、招

商轮船、许继电气等公司业绩翻番。 非经常性

损益也成为广汇能源业绩大增的一个原因。广

汇能源哈密新能源公司 “年产120万吨甲醇

/80万吨二甲醚、5亿方LNG项目” 2014年生

产连续稳定，全年通过不断完善技改，运行状

况、产品产量均优于上年同期，甲醇、LNG及

煤化工副产品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均大幅增长，

全年共实现净利润42979.13万元。

年报显示，多家公司对“一带一路” 战略

进行了布局。 大连港2014年加快了腹地战略

布局，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加强了与铁路

的合作，全年新开班列3条，口岸过境班列市

场份额及知名度持续提升。 兰石重装称，“一

带一路” 建设为公司创造了历史性机遇。2015

年，公司将以兰州新区高端装备产业基地为依

托，发挥青岛公司、新疆公司及移动工厂的优

势，提升公司产能和装备技术水平，发挥公司

在能源装备领域等方面的龙头示范带头作用。

订单逐渐落地

从上市公司近期披露的信息来看，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一些公司海外订单

也得以落实。 而随着订单的实施，相关公司的

业绩有望得以提振。

上海电气称，近日公司与华信资源责任有

限公司签署了 《巴基斯坦塔尔煤田一区块煤

电一体化合作协议》。 华信资源是一家依据巴

基斯坦法律在巴基斯坦成立的煤矿能源公司，

通过公开竞标，已于2012年5月取得巴基斯坦

塔尔煤田第一区块的开采经营权，将对第一区

块煤田进行独立开采。该煤电一体化项目为中

巴经济走廊能源规划工作组优先实施项目清

单中的项目，公司未来有意牵头投资塔尔煤田

一区块坑口4x350MW或2x660MW电厂建

设，华信资源将对其煤田开采项目进行同步建

设和扩建。

中国电建全资子公司中水电海外投资有

限公司与卡塔尔Al� Mirqab� Capital公司合

作， 以BOO模式投资建设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燃煤应急电站项目。中水电海投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卡西姆能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与卡

塔尔Al� Mirqab� Capital公司已经联合设立

了卡西姆港能源（迪拜）投资有限公司，并由

该公司全资设立的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项

目公司负责项目建设。 目前，巴基斯坦项目公

司分别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基础设施委员会

签署了《实施协议》，与巴基斯坦国家输配电

公司签署了《购电协议》，与中国进出口银行

签署了《融资框架协议》。

北方国际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北方

工业公司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组成的联营体4

月20日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快速公交公司签

订 《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为14.575亿美

元。合同工作范围主要为包括整个机电系统及

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北方公司将支持上

市公司的发展，拟以代理合同的形式将该合同

项目交由北方国际执行。

2190家公司去年净利增长5.79%

金融仍是“稳定器” 互联网成“加速器”

□

本报记者 于萍

证券名称

营业总收入

（亿元）

营业收入

增长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净利润

增长率

（%）

所属行业

东方财富

6.12 146.31 16,572.38 3,213.59

传媒

浪潮软件

10.85 23.90 7,827.60 1,758.58

计算机

民生控股

4.56 -7.11 8,792.69 1,392.97

商业贸易

长电科技

64.28 25.99 15,666.65 1,308.59

电子

西藏天路

14.16 -18.88 6,370.52 1,207.60

建筑材料

爱康科技

30.03 55.50 9,201.68 988.58

电气设备

和邦股份

21.86 36.38 67,176.30 942.51

化工

顺荣三七

5.98 132.67 3,821.34 938.08

传媒

兰生股份

13.87 11.92 52,794.84 930.69

商业贸易

光大证券

66.01 64.23 206,830.75 904.83

非银金融

大富科技

24.51 29.31 53,550.26 868.11

通信

大智慧

8.20 -8.25 10,692.41 816.91

计算机

皖维高新

41.26 15.48 17,981.73 785.88

化工

兰石重装

14.47 10.91 43,280.26 776.59

机械设备

兴发集团

113.92 4.18 49,431.10 745.35

化工

名称 分红方案

年初至今股价涨幅

（%）

贵州茅台

10

送

1

股派

43.74

元

(

含税

) 35.03

斯莱克

10

转

12

股派

15

元

(

含税

) 110.81

双汇发展

10

转

5

股派

14.2

元

(

含税

) 29.06

上汽集团

10

派

13

元

(

含税

) 30.46

大商股份

10

派

12.6

元

(

含税

) 24.29

三联虹普

10

转

18

股派

10

元

(

含税

) 214.34

宇通客车

10

转

5

股派

10

元

(

含税

) 47.69

九牧王

10

派

10

元

(

含税

) 69.46

亚邦股份

10

转

10

股派

10

元

(

含税

) 58.74

江铃汽车

10

派

9.7

元

(

含税

) 44.62

华东医药

10

派

9.2

元

(

含税

) 37.81

片仔癀

10

转

15

股派

9

元

(

含税

) 58.26

部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预案

去年年报业绩增幅较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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