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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高转增频现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2月2日，两市已有108家公司披

露了2015年度分配预案。 根据万得的统

计数据， 其中有95家公司拟进行公积金

转增股本， 有70家公司同时或单独进行

派现，而送红股的公司有8家。

转增股本积极

根据万得的统计数据， 在这108家

披露分配预案的公司中， 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为主，达到95家，占比达到88%。 而

派现金的为70家，占比为65%，这其中有

59家同时有转增股本或者送红股，另有

11家公司是单独派现而没有其他分配

方案。

在派现的上市公司中， 派现最高的

为汤臣倍健，每股派现0.6元。 此外，每股

派现在0.3元以上的有13家，每股在0.1元

以下的达到38家， 甚至还有每股派0.01

元者。

总体来看， 上市公司派发现金不够

大气。 这或者是公司为长远发展而留下

现金用于企业经营， 也可能公司现金目

前较为紧张。

还有部分公司可能由于财务报告没

有最后完成， 只给出了可分配利润中派

现的比例，有的明确是分配利润的15%，

有的是20%等。如赛摩电气公告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厉达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 以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20%进行现金分红（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20股。

相比之下，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上市

公司很是积极。 目前有88%的发布分

配预案的上市公司拟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转增比例也比较高。 如劲胜精密拟

每10股转增30股， 天齐锂业拟每10股

转增28股。数据显示，每10股转增20股

及以上的有22家， 每10股转增10股以

上20股以下的有27家， 每10股转增10

股的有34家， 每10股转增10股以下的

12家。

严格来讲， 上市公司将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并不能算利润分配， 但由于目

前市场对转增有偏好， 相关公司也乐于

迎合市场。 同时， 许多公司股本相对较

小，加上资本公积金较充裕，也有能力进

行转增。

此外，不少公司转增同时又派现金，

或者派现同时又送红股。

派现相对较少

上市公司派发现金相对较少，与募

资相比可能显得更少。 根据万得的统计

数据，截至目前，两市上市公司募资总

额达到83409.87亿元，其中首发募资总

额 24595.25亿元， 增发募资总额为

49226.69亿元，配股募资总额为5435.29

亿元， 发行可转债募资总额为4152.64

亿元。

而 同 期 上 市 公 司 派 现 总 额 为

49054.33 亿 元 ， 其 中 现 金 分 红 为

48998.28亿元，可转债付息为56.05亿元。

募资总额是现金分红的1.7倍。

不过， 部分上市公司在这方面表现

突出。 数据显示，有9家上市公司的派现

与募资的比例达到10以上。就是说，在这

些公司上每投资1元钱已获得现金分红

10元以上。

最高的是宁沪高速， 公司派现与募

资的比例达到29.2669，其他依次是深赤

湾A，为29.0362；锦江投资为21.8306；万

华化学为18.2291；江铃汽车为17.4236；

兖 州 煤 业 为 12.8523； 贵 州 茅 台 为

12.1955；山西汾酒为10.9034；泸州老窖

10.8752。

而派现与募资的比例在10以下3以

上的公司有35家，3以下1以上的为163

家，1以下的高达2656家，其中，有184家

公司派现与募资的比例为0，也就说这些

公司上市以来派现金额为0。

不过，这184家上市公司也可能进行

了送红股，或者公积金转增了股本。 虽然

送红股或者转增股本也很受欢迎， 但许

多时候适当的派现可能更符合投资者的

需求。

回应股份转让争议

金证股份称引入战略投资者

□本报记者 张莉

金证股份四大股东协议转让6%股份

给平安系子公司前海联礼阳投资一事引

发市场关注。 股份转让后，公司股价出现

连续跌停。

对此， 在2月2日召开媒体发布会上，

金证股份董事长赵剑表示，此次股份转让

不是股东减持套现，而是公司与中国平安

战略合作的重要部分，目的是为上市公司

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在1月31日晚间，金证

股份发布公告称，为提振市场信心，公司

五位高管增持股票逾150万股， 未来三个

月增持金额不低于两亿元。

与平安战略合作

在股市行情调整加大的情况下，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集体协议转让股份，引发了

投资者对股东大幅减持的恐惧。

“从股东层面看， 公司一直是四大自

然人加上外部中小投资者。 但要实现金证

更高的发展，就一定要引进外部战略投资

者。 股权结构变化后，将为公司长远发展

带来深远影响。 与平安合作，将为金证在

未来2.0流量和云服务、3.0互联网金融服

务等注入新的引擎。” 赵剑表示，此次交易

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目的，有利于公司

巩固互联网金融龙头地位。 金证与平安战

略合作，将形成强强联合。 与平安合作成

立了创新合作部，互联网营业部已经开展

业务，平安与金微蓝、丽海弘金的合作也

已取得进展。

金证股份1月15日公告称，与中国平

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互联网金

融云服务2.0、互联网金融云平台3.0等领

域开展合作。 作为合作的重要部分，联礼

阳拟通过股权受让方式， 斥资16.44亿元

取得金证公司6%股权。 资料显示，联礼

阳为平安旗下公司， 是深圳平安金融科

技咨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而平安

持有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92.35%股份。

1月18日，金证股份公告，此次转让的

股份，联礼阳承诺自在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之日起锁定36个月。本次股权转让不是股

东减持套现， 不会对二级市场产生抛售。

而1月31日晚间的公告显示， 增持公司股

份的五位高管表示，未来三个月内，若公

司股价持续低于33元/股， 计划增持金额

不低于2亿元。

看好互联网金融前景

在“互联网+” 的浪潮下，金证股份

全力构建互联网金融大版图方面动作连

连，成立金证财富、金微蓝、融汇通金平台

公司，控股人谷科技，收购联龙博通，投资

设立精融互联信用保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等。

据赵剑介绍，去年初，金证明确提出

了互联网金融战略，除横向发展“再造金

证” 外，纵向将业务划分为1.0、2.0、3.0体

系，引导公司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发展，

三代业务体系均取得较大突破。

根据业绩预增公告， 金证股份预计，

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过50%。 赵剑表示，这主要得益

于公司新战略的指引， 通过技术创新、业

务创新以及平台公司发展规划，建立完善

的经营模式，从而助推公司快速发展。 未

来金证将持续推进平台化战略落地，创新

发展云服务、互联网金融等业务，构建金

融服务平台。

■ 新三板探营

中顾法商打造法律服务O2O平台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定位于“互联网+法律”的专业垂直电

商济南中顾法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

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公司董事长

高度强表示，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PC

时代的广告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

公司利用线上线下资源，打通O2O业务模式，

下一步将以法律电商的模式， 未来3-5年在

人才、技术、平台、营收等各方面实现跨越式

发展，并通过资本市场并购上下游相关产业。

瞄准服务痛点

中顾法商创始人高度强具有法律从业

背景，曾为持证律师。 他介绍，法律服务行

业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一

方面， 社会大众大量法律服务需求陷入找

律师难，找合适的律师更难；另一方面，大

量年轻律师由于缺乏客户委托而生存艰

难。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法律”的模式便

应运而生。 2011年，定位于法律服务行业

垂直电子商务平台的中顾法商成立， 公司

是国内首批法律电商平台， 致力用科技将

法律服务与需求者连接在一起， 推动法律

与商业的吻合。

从业务模式上看， 中顾法商为会员提

供广告服务，帮助律师更好地展示和宣传，

公司以此方式收取会员费。此外，为解决绝

大多数律师接洽案件能力较低等问题，中

顾法商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

超过4000名律师提供咨询服务。 这两项业

务构成中顾法商目前主要收入来源。

推动模式创新

近两三年，专业垂直领域电商风起云

涌。 资料显示，法律电商平台从2012年开

始蓬勃发展，主要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

法律顾问服务。 目前法律网站共计300余

家，但真正有竞争实力的不足10家。

目前中顾法商与10000多名律师和

2000多家律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积

累了丰富的线下资源，解决法律咨询1200

多万条。 高度强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为公司进一步创新业务模式提供了

机遇，将搭建新的业务平台，打通线上线

下业务，突破此前主要集中于线上展示服

务的盈利模式。 为此，公司开发了用户付

费咨询的产品模式，引入在线律师付费咨

询服务，公司与律师会员按照合同约定的

比例分配。 付费法律咨询在国外已成熟，

国内其他行业类似健康咨询，也已形成成

熟的用户付费模式。 公司用户付费咨询产

品正在实施开发阶段。 在线下业务上，公

司创新了和律师客户的合作模式。 比如，

公司通过整合律所的办公场所资源，可以

大幅降低律所经营成本。

血液制品价格开始上涨

由于不受地方招标降价的影

响，不少血液制品价格开始上涨，

部分小品种如纤维蛋白原， 出厂

价调高了150%左右；破伤风免疫

球蛋白调高70%左右； 静注人免

疫球蛋白出厂价与上年同期相比

上涨约10%-20%， 提价幅度超

出市场预期。不过，血液制品的最

大品种， 即人血白蛋白由于进口

产品较多，价格基本稳定。

在当前医保控费、 招标降价

的大背景下， 整个药品行业面临

增速放缓、量价齐跌的局面，血制

品行业却一枝独秀， 正迎来量价

齐升的黄金时期。

供需矛盾突出

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品，是

以健康人血液为原料， 采用生物

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

物活性制剂。 人的血浆中有92%

-93%是水，仅有7%-8%是蛋白

质， 血液制品就是从这部分蛋白

质分离提纯制成。 目前该类药品

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5年

国内献浆量为5700吨，而血浆潜

在需求应为1.4万吨，供需缺口明

显。 供给紧缺一直是限制中国血

制品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前， 血制品行业上游受到

浆站数量限制、 下游受到药品价

格管制， 面临着量价齐受限的局

面。 目前美国拥有浆站数量约

480个，而中国浆站数量在200个

上下。 据专家估算，大概500个浆

站才能满足国内需求。此外，中国

采浆频次低、单次采浆量少，每人

每年采浆量较国外差距明显，制

约了血浆供给效率。

近几年来， 国内采浆量增速

稳定在10%左右。 采浆量增速缓

慢主要因为行业进入壁垒高、浆

站审批严格以及血污事件所导致

监管更加严厉等因素。

血制品行业是准入壁垒较高

的行业。 为了实行血液制品生产

企业总量控制， 从2001年起，国

家不再批准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

业，行业具有封闭性，这也为已经

进入行业内的企业提供了较为宽

松的竞争环境。

部分品种提价空间大

总体上看， 发改委取消药品

限价后， 由于地方招标采购和医

保控费机制的综合制约， 加之对

市场交易价格监测监管工作强

化， 因此绝大部分药品市场交易

价格不会上涨。但血液制品例外，

血液制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在

以往政府给出最高零售限价时，

血液制品的定价通常非常接近最

高零售限价， 而其他药品的定价

离最高零售限价通常很远。

此前， 发改委曾调高过部分

血液制品的最高零售价， 如人血

白蛋白提价5%。 一般情况下，在

血液制品的成本构成中， 血浆成

本高达55%-60%。

按目前的行情来看， 价格上

涨幅度较小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供需稳定。 2014年共有23家生产

企业获批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

白， 累计签发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707.79万瓶， 较上年同期上涨了

15.68%，市场基本处于供需平衡

的状态。

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是血液产

品中利润最低的一种产品， 甚至

成本与价格倒挂， 而且和其他血

液制品不同，其采浆更困难，必须

要求血液贡献者注射过破伤风免

疫球蛋白，并产生抗体，所以不少

企业之前不愿意生产。 这一品种

的提价空间也比较大。（戴小河）

芯片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本报记者 王荣

半导体产业协会2月2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 去年12月份全球芯片销售额较上

年同期下降5.2%， 去年全年销售额略低

于201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市场增

长7.7%，为销售额唯一增长地区。 业内人

士指出，2016年在政策利好、低容量存储

器需求剧增的情况下，中国芯片行业将进

入快速发展期，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业绩有

望爆发。

国产芯片开始突破

紫光集团旗下的展讯通信联合多家企

业推出面向智能手机及物联网等应用领域

的紫潭安全解决方案， 首款搭载可控芯片

及操作系统的双OS安全系统手机已正式

问世，国产安全智能终端有了新的标准。

2015年，展讯销售5.3亿颗芯片，占全

球份额的25%以上，成为高通、联发科之

后的第三大势力。 华为2015年手机出货

量突破1亿部， 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

商。 有媒体报道称，华为有意开发图形处

理器和闪存芯片。 此外，华为一直在开发

麒麟操作系统，以减轻对Android系统的

依赖。

这意味着，在手机芯片领域国产芯片

已开始突破。 不过，广证恒生分析师表示，

在中国大陆市场目前存储器芯片有9成以

上依赖进口。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器芯片市场，

2015年采购D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

估计为120亿美元，NAND� Flash（闪存）

为66.7亿美元， 分别占全球供货量的

21.6%和29.1%。

艾派克通过收购美国SCC、 香港晟碟

科技、杭州朔天的股权，形成了集研发、生产

与销售为一体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成为少

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之一。

2015年前三季度，艾派克实现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3.7亿元和2.8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0.4%和8.1%。 中信证券分

析师指出，公司芯片业务尚在开拓销售阶

段，打印信息安全是重要的一环，未来国

产打印机装入“中国芯” 势在必行。 2015

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斥资5亿

元参投艾派克核高基CPU项目，助力发展

其打印机SoC芯片业务。

有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智能穿戴、车

用电子和机顶盒等需求的增加，对低容量

的NAND� Flash存储器的需求空间巨大。

而国际巨头退出了低容量的行列，对国内

存储器行业是一大利好。

行业整合提速

除了内生发展，中国芯片未来两年可

能会参与更多的海内外产业整合。

同方国芯发布800亿元定增计划，直

指存储芯片工厂。其中，600亿元拟投入存

储芯片工厂，37.9亿元拟收购台湾力成

2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162亿元拟投

入对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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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桂浩明认为，中国芯片业现在还比较落

后， 通过海外收购兼并是扩张的重要途

径。同方国芯的800亿元定增计划中，出资

方都是同方的关联企业，这显示出其在芯

片行业中以争取更大话语权、主导权。

兴业证券分析师表示， 台湾力成是全

球半导体后段封测服务领导厂商之一，这

是存储芯片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入股力成，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业链整合能力，为

完善存储芯片产业链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 长电科技吞并新加坡星科

金朋，成为全球第三大封测厂。同时，紫光

集团入股中国台湾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矽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此

外， 紫光集团旗下硬盘厂商西部数据宣

布，将以约190亿美元收购存储芯片厂商

SanDisk。

武钢股份与中国船舶

部分国有股拟划至中远集团

武钢股份和中国船舶2月2

日晚间发布国有股无偿划转公

告。 武钢股份公告称，武钢集团

拟将所持有公司股份5亿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95%）

向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

司无偿划转。 本次股票无偿划

转实施完成后， 武钢集团持有

公司股票58.20亿股， 约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57.66%， 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 中远集团持有公

司股票5亿股，约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4.95%。

中国船舶公告称，控股股东

中船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4392万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3.19%） 无偿划转给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本次无

偿划转后， 中船集团持有公司

70536.07万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的51.18%；中远集团持有4392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9%；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更。

武钢股份和中国船舶均表

示， 此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批准。（张玉洁）

南方航空拟收购南航进出口

南方航空2月2日晚间公告，

拟以4.01亿的价格元向控股股东

南航集团购买中国南航集团进出

口贸易公司100%股权。

公告显示，南航进出口主营

进出口贸易等业务，2014年和

2015年1-9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8亿元、1.11亿元，分别实现净

利润3985万元、3049万元。 截至

2015年9月30日， 南航进出口的

净资产为2.18亿元。

南方航空表示，本次收购南

航进出口全部股权， 有利于公司

加强对飞机、 飞行设备及其他航

空有关设施的采购管理并降低管

理风险； 有利于理顺公司与南航

进出口的业务关系， 减少关联交

易。 鉴于南航进出口在招投标代

理服务方面的经验， 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拟通过业务归集、统筹

管理、 规范运作等一系列措施将

南航进出口打造为公司的集中采

购平台， 以提高公司采购业务的

集中度和效率。（张玉洁）

保龄宝拟切入教育产业

保龄宝2月2日晚间公告，拟以

11.59元/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并支付现金14600万元，共计作价

166550万元，购买新通国际100%

股权、新通出入境60%股权（新通

出入境其余40%股权由新通国际

持有）、杭州夏恩45%股权（杭州

夏恩其余55%股权由新通国际间

接持有）。同时，拟以11.59元/股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7亿元。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告显示， 新通国际100%

股权作价123150万元，新通出入

境60%股权作价36650万元，杭

州夏恩45%股权作价6750万元。

据介绍， 新通国际是拥有完

整国际化教育服务链的国际教育

服务提供商， 也是国内颇具影响

力的留学及语言培训机构。 交易

对方承诺，2016年度至2018年

度， 标的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1500万元、14400万元、17900

万元。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

切入教育服务行业。（刘杨）

温氏股份拟定增募资11亿元

进一步扩展主业

温氏股份2月2日晚公告，拟

以38.87元/股的发行价格向广东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2985.2620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6037.13万元。 公司股票2月3

日开市起复牌。

扣除发行费用后，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将用于四个生猪养殖项

目建设， 包括赤峰市松山区温氏

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一体化一

期 项 目 ， 拟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30037.13万元； 永寿温氏畜牧有

限公司生猪养殖一体化项目一

期，拟使用募集资金30000万元；

亳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50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拟使用募集

资金28000万元； 江永温氏畜牧

有限公司一体化养猪建设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28000万元。 本

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温氏股份的主营业务为畜禽

养殖。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将对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和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将扩大公

司经营规模，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王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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