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余公司拟“高送转” 大股东心切有玄机

本报记者 王荣

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高送转”个股愈发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2月28日，两市共有209家公司公布了2015年度分红预案，其中119家公司拟每10股转增10股，另有3家公司每10股送10股。 在119家公司中，41家公司不派现。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更愿意转增股本，而不是实行现金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公司业绩下滑，但仍推出了高送转方案。

控股股东“很上心”

Wind数据显示，在现有高送转方案中，每10股转增20股以上的有28家，10转15至20的有29家，10转10至15的有63家。

目前转增比例最高的为劲胜精密。 公司1月25日公告，控股股东劲辉国际提议以公积金方式，每10股转增30股，公司4名非独立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的二分之一）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并发表赞同意见。

像这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的高送转方案不在少数。 在近120家推出高送转方案的公司中，有104家公司都是率先由股东提出预案。 截至2月28日，股东提议的高送转方案被否的只有新华百货。

2月6日，新华百货股东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提议，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3股。 而在2月17日，新华百货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对股东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的高送转提案不予通过，理由是“零售行业发展趋缓，业绩增长压力较大” ，而这已是新华百货二度反对宝银系的高送转提案。 据悉，自去年4月开始，新华百货两大股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宝银系就围绕公司上演了争夺战。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缺少公司大股东的支持，小股东提议高送转往往以失败告终。 目前已公布股东提议的高送转方案中主要以控股股东为主，大股东之间若没有纷争，最终实施的可能性则较大。

还有一些公司控股股东借机减持的动作不断。 1月26日，棒杰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建伟提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10转26派2元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陶建锋因个人资金需求，于2月17日至1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4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3%。 根据棒杰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陶建伟与陶建锋为兄弟关系。 上述方案还未通过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但根据1月27日的公告，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过半数董事已经书面承诺在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业绩烂也要高送转

Wind数据显示，119家高送转公司中，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的只有29家，另有48家公司发布了业绩快报，其中，净利润增长翻倍的有17家，净利润增幅超过50%的29家，有14家公司业绩下滑。 业绩下滑的公司主要有劲胜精密、顺威股份、国联水产、豫光金铅、广田股份、飞天诚信、爱迪尔、东方电热、首航节能等，劲胜精密甚至出现了亏损。

劲胜精密1月29日发布业绩快报称，2015年净亏损4.6亿元，上年同期盈利7434.68万元；营业收入为35.6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40%。 值得注意的是，3月18日劲胜精密将有2552.11万股的定增股解禁。

业绩亏损仍推出高转增方案，深交所要求其补充披露并充分说明高比例送转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以及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监高未来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意向及明确的股份减持计划。 劲胜精密回复，公司自2011年以来首次进行高送转，符合公司现实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同时，提议人劲辉国际3个月内将不减持，6个月内存在减持不超过5%公司股票的可能性。

靖远煤电10转9送1股及派息0.4元（含税）的预案也与解禁联系在了一起。 公司自1994年1月上市以来，靖远煤电较大力度的高送转预案只出现过两次，除了这次2015年年度的预案，就是2012年有过一次。 两次高送转都伴随限售股上市流通。 2016年2月2日宣布高送转预案，2月15日增发股就上市流通。 2012年的分配方案面市后，2013年3月11日就有增发股份上市流通。

在业绩大幅增长的高送转预案公司中，不少是通过收购资产并表实现了业绩高增长，主业表现较为平淡，如道博股份、海翔药业等。 目前净利润增幅较大的公司道博股份表示，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强视传媒为起点正式切入文化行业，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同时，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将非文化类资产进行了剥离。

“中小创”公司成主流

一般股本较小的公司有高送转做大总股本的冲动。 从推出高送转预案公司所属板块看，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居多，分别有43家、49家，主板公司目前只有29家。

多数推出高送转预案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比较高，如西泵股份、金雷风电、佰利联、宝德股份、柏堡龙等2015年底每股资本公积都超过5元。

西泵股份在2月26日公布了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告，西泵股份2015年实现净利润5714.34万元，同比增长41.36%，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不过，公司同日公告，于2月25日接到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宛西控股” )及实控人孙耀忠的通知，宛西控股及孙耀忠拟自3月2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两者合计减持8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91%。 而宛西控股即是西泵股份此次高送转的提议人。

Wind统计显示，在2014年度和2015中期未实施过送股或转股且前三季度实现盈利或年度预盈的公司中，每股资本公积金大于等于5元、每股未分配利润大于等于4元、三季度每股资本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大于8元三个条件满足其一，且总股本在5亿股以下的公司作为高送转潜力公司，共有81家公司入围。

从行业分布来看，出现高送转个股最多的板块分别为计算机、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行业，分别有10、12、14、13家公司推出高送转预案，合计有49家公司，占比达40%。

光大证券分析师指出，高送转表明了上市公司对未来市值增长和业绩成长的信心，高送转股除权后的低股价往往更易为市场接受。 但“送转”仅为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内部结构调整，与真金白银的现金分红有本质区别。 即使面对业绩靓丽公司，投资者也需要甄别其盈利能否持续、高送转背后是否伴随股东减持等因素。

102家公司去年净利润实现增长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2月28日记者发稿时， 两市共

有15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业绩报

告。 数据显示，有102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实现增长，占150家公司的比例为68%；

净利润下降的公司为48家，占比为32%。

48家公司净利润下滑

Wind数据显示，在150家上市公司

中， 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

长的为102家，占比为68%；净利润同比

下降的有48家，占比约为32%。在净利润

同比增长的102家公司中， 增长幅度在

100%以上的有 34家 ； 增幅在 30%

-100%的上市公司有31家；增幅在30%

以下的为37家公司。

在净利润同比下降的48家上市公

司中，下降幅度超过100%的有7家；下降

幅度在30%-100%的上市公司有22家；

下降幅度在30%以下的为19家。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业绩同比增长

的公司中，增幅在30%以下的公司占

比较大，为36%；而在下降的公司中

降幅在30%-100%的公司占比较大，

为46%。

从盈利能力看，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为正值的上市公司为142家，有6家公司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另有2家

没有数据。 在142家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为正值的上市公司中，有65家上市公司

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 其中

在20%以上的有19家。业内人士认为，这

类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强。

在这150家发布年报的上市公司

中， 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的为69家，

占比为46%；而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

的公司为81家，占比为56%。 有分析表

明，这与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大宗商品

价格普遍下跌有一定关系。 另外，也与

去年有许多上市公司完成了股份增发

有关。 增发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增加，但

这些资金要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需要

一定时间。

新兴产业公司业绩向好

在实现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上

市公司中，有不少公司是因为主营业务

实现了较快增长。 这其中许多公司都处

于行业景气度较高的领域， 如信息、新

能源等。

同花顺是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提

供商， 主要业务是金融资讯及数据服

务、手机金融信息服务。 2015年该公司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2.91%， 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483.35%。主要原

因为公司紧紧抓住互联网及移动互联

网蓬勃发展的机遇，立足于主营业务并

积极开展业务创新， 加快新产品开发；

同时，加大了营销推广力度，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东方日升主要业务包括太阳能电池

片、组件、光伏新材料、光伏电站及灯具

等。 2015年该公司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

381.5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光

伏产品销售同比大幅增长。 主要产品为

光伏设备和锂电设备的先导智能2015

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22.18%， 主要

原因为锂电行业快速发展， 公司锂电池

相关设备的生产销售业绩较上一年有显

著提升。

另外， 还有多家上市公司业绩大幅

增长， 是因2015年完成了并购重组，公

司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如道博股份

2015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504%，其业绩

大增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2月公司完成

了对强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收购， 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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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提振上市公司业绩

□本报记者 任明杰

2015年国内并购市场再创新高。 上

市公司成为并购市场主力军， 并购重组

也成为上市公司年报业绩爆发的主要推

手。数据显示，众多上市公司通过外延式

扩张显著增厚了年报业绩，ST公司亦纷

纷通过并购重组谋求“脱星摘帽” 成为

市场一大看点。不过，多家上市公司因收

购造成计提商誉减值从而拖累全年业绩

的现象值得警惕。

上市公司成并购主力

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5年

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2692起，较

2014年的1929起大增39.6%； 披露金额

的并购案例总计2317起，涉及交易金额

共1.04万亿元， 同比增长44.0%。 进入

2016年，并购高潮仍在延续。 1月份，中

国并购市场共完成304起并购交易，其

中披露金额的有190起， 交易总金额为

157.23亿美元， 平均每起案例资金规模

8275.48万美元。 案例数环比上升9.8%，

总金额环比上升18.0%。

上市公司成为了并购市场的主力

军。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市公

司公告了1444次并购重组事项，有数据

披露的并购事件共涉及交易金额

15766.49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单交易金

额20.14亿元人民币； 而2014年全年公

告了475项重组事件， 披露交易金额

2306.29亿，平均每单10.63亿元人民币。

从数据来看，2015年无论并购重组事件

的绝对数量、 绝对金额还是平均单个事

件涉及的交易金额都有突飞猛进地增

长，分别是2014年的3倍、6.8倍和近2倍，

可谓实现了井喷式发展。

ST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谋求“脱星摘

帽” 也成为一大看点。 目前，两市49家

*ST公司的年度业绩预告已全部出齐，

扭亏公司达41家，占比83.67%。 在三家

可能出现连续三年亏损“险情” 的*ST

公司中，*ST常林与*ST新梅都有重组方

案在手。

*ST金化和 *ST融捷已率先宣布

“脱星摘帽” 。 *ST金化2月3日公告称，

上交所于2月3日同意了公司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变

更为 “金牛化工” 。 *ST融捷同日公告

称，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为正值，公司

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

“*ST融捷”变更为“融捷股份” 。

部分公司并购存隐忧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并购重

组愈发成为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发动

机。 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2015年国内

制造业上市公司纷纷谋求转型。

同时，外延式并购对增厚上市公司

的业绩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 以上市

后不断通过外延式并购推动业绩快速

增长的众信旅游为例，公司日前发布的

业绩快报显示，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83.66亿元，同比增长98.4%，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9亿元，

同比增长74.2%。 公司完成了对竹园国

旅、 开元周游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报告期内竹园国旅和开元周游的运

行情况及盈利状况良好，增加了公司的

营收和利润。

不过， 并购与上市公司业绩是把

“双刃剑” ， 特别是已经公布的2015年

年报和业绩快报中， 多家上市公司因收

购造成计提商誉减值从而拖累全年业绩

的现象值得警惕。以创业板为例，目前已

经有1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

中披露计提商誉减值， 从而造成整体业

绩下滑达70%。兴业证券指出，在资本市

场并购风起云涌的同时， 商誉占创业板

净资产的规模已经高达13.4%， 一旦出

现业绩持续不达预期的情况， 上市公司

便面临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 从而对业

绩带来不小的冲击。

以蓝色光标为例， 公司发布的年报

业绩预告显示，2015年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万元-1亿

元，同比下滑85%-93%。 对于净利大幅

下滑的原因，除了“三费” 的影响外，公

司收购的西藏山南东方博杰广告有限公

司尚处收购后业绩承诺期， 受传统电视

广告行业收入整体下滑等因素影响，博

杰广告2015年度实际经营业绩完成情

况与收购时承诺业绩有较大差距。 预计

对收购博杰广告所形成的商誉及无形资

产需计提减值准备， 对公司净利润有较

大影响。

ST公司年报数据

合理性受关注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年报进入集中披露期， 交易所对

部分公司年报的问询函也纷至沓来。

截至记者发稿，至少有6家公司收到了

交易所问询函， 其中已经发布年报的

ST公司成为问询重点。 财务数据的合

理性和经营持续性成为了交易所重点

关注方向。

关注“增利不增收”现象

与往年类似， 采取多重措施成功扭

亏保壳是ST公司的主旋律。 截至目前，

两市ST公司的2015年业绩预告全部出

齐，有38家公司扭亏为盈。 不过，真正通

过业务经营扭亏的公司寥寥无几。

从公告来看，*ST融捷、*ST春晖、

*ST星美、*ST霞客公布年报后均收到

了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ST公司出现的

“增利不增收” ， 尤其是公司营收与净

利润的反向变动成为了交易重点关注

的问题。 公布首份ST年报的*ST融捷显

示， 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32亿

元， 同比下降51.13%， 但实现净利润

890.39万元，同比增加110.80%。经营活

动现金净额也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68.32%。 与此类似的还有*ST春晖，公

司2015年实现营收6.63亿元，同比下降

37% ； 净利润 1553万元 ， 同比增长

107%。 而*ST霞客2015年公司营业收

入3.93亿元，同比下降65.98%，营业成

本为3.61亿元，同比下降76.07%，毛利

率则大幅攀升至8.07%， 上年度毛利率

为负的30.71%。 因此，交易所请公司就

经营环境、业务模式、产品及同业公司

情况等角度说明该现象，并请公司年审

会计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此 ，*ST融捷表示， 由于公司

2015年度完成了战略调整和业务转型，

原主营业务专业沥青业务以及燃料油

销售业务占比从超过四成大幅降至个

位数； 公司新业务精密设备制造业务、

电子书包业务占比大幅上涨。原主业的

毛利率分别为-3.26%、0.07%， 而公司

2015年占比很大的精密设备制造业务、

电子书包业务等毛利率较高， 分别为

36.08%、34.33%。2015年度由于沥青业

务停止， 公司期间费用同比大幅下降，

使得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但净

利润大幅增长。

交易所问询数据合理性

此外，数据的合理性、减值计提准备

合理性以及补贴是否当期确认损益也成

为交易所关注的问题。

*ST星美由于年报中对关联方往来

款项的模糊陈述遭深交所关注。 深交所

表示， 公司本期发生宣传推广服务收入

为1343.58万元，请结合行业情况及经营

模式分析宣传推广服务业务毛利率达到

50.73%的合理性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对此，*ST星美回复称，公司2015年度营

业收入1343.58万元，主要系子公司欢瑞

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取得的影

视剧等推广服务收入。

*ST融捷2015年末存货和应收账款

资产减持准备计提比例同比大幅减少。

2015年末， 公司存货余额1.06亿元，较

2014年年末余额增加63%，除原材料外

未计提跌价准备，2015年末存货跌价准

备余额228万元， 较2014年年末余额减

少53%。 对此，公司回复称，由于目前主

要存货锂精矿及碳酸锂处于景气区间，

不存在减值情况；沥青等存货目前基本

已经销售完毕，2014年年末对库存的石

油沥青存货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存货跌

价准备，2015年因该部分存货销售而实

现了转回。 由于上述原因，2015年期未

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比上期大幅减少。

公司目前存货2015年期未已按会计准

则和会计政策要求，对公司的存货进行

减值测试并足额计提了相应的存货跌

价准备。

而*ST春晖2015年收到当地政府

1200万元先进装备扶持基金计入当期

损益，深交所对此合理性提出问询。公司

年审会计机构在回复函中解释，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相关规定，该

笔款项不与资产相关， 春晖股份公司将

该笔款项用技术研发等费用支出， 并在

本年度12月29日收到该笔款项，收到款

项时费用已经发生。 因此认为春晖股份

公司确认为政府补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代码 名称 方案进度

每股派息

(税前，元)

每10股转增

（股）

2015年净利润

（万元）

净利润同比增速

（%）

所属行业

300083.SZ 劲胜精密 董事会预案 - 30 -45984.23 -718.51 电子

000018.SZ 神州长城 董事会预案 - 28 0.00 0 .00 房地产

002466.SZ 天齐锂业 董事会预案 0.40 28 24786.40 89 .93 有色金属

002634.SZ 棒杰股份 董事会预案 0.20 26 0.00 0 .00 纺织服装

300006.SZ 莱美药业 董事会预案 0.10 26 2433.21 162.24 医药生物

002601.SZ 佰利联 董事会预案 0.35 25 11143.56 76 .49 化工

000838.SZ 财信发展 股东大会通过 0.05 25 8387.73 12 .51 房地产

300427.SZ 红相电力 董事会预案 0.19 22 0.00 0 .00 电气设备

300160.SZ 秀强股份 董事会预案 - 22 6212.67 70 .29 家用电器

002413.SZ 雷科防务 董事会预案 0.55 21 14266.52 327.17 家用电器

部分上市公司2015年年度股本转增预案

百余公司拟“高送转” 大股东心切有玄机

□本报记者 王荣

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高送转” 个股愈发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2

月28日，两市共有209家公司公布了2015年度高送转预案，其中119家公

司拟每10股转增10股，另有3家公司每10股送10股。 在119家公司中，41家

公司不派现。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更愿意转增股本，而不是实行现金分

红。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公司业绩下滑，但仍推出了高送转方案。

控股股东“很上心”

Wind数据显示，在现有高送转方案中，每10股转

增20股以上的有28家，10转15至20的有29家，10转10

至15的有63家。

目前转增比例最高的为劲胜精密。 公司1月25日

公告，控股股东劲辉国际提议以公积金方式，每10股

转增30股，公司4名非独立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的

二分之一）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并发表赞同意见。

像这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的高送转方案

不在少数。 在近120家推出高送转方案的公司中，有

104家公司都是率先由股东提出预案。 截至2月28日，

股东提议的高送转方案被否的只有新华百货。

2月6日，新华百货股东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兆赢提议，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3股。 而在2月17日，新华百货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对股东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的高送

转提案不予通过，理由是“零售行业发展趋缓，业绩增

长压力较大” ，而这已是新华百货二度反对宝银系的

高送转提案。 据悉，自去年4月开始，新华百货两大股

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宝银系就围绕公司

上演了争夺战。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缺少公司大股东的支持，小

股东提议高送转往往以失败告终。目前已公布股东提

议的高送转方案中主要以控股股东为主，大股东之间

若没有纷争，最终实施的可能性则较大。

还有一些公司控股股东借机减持的动作不断。1月

26日，棒杰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建伟提议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10转26派2元后， 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董事陶建锋因个人资金需求，于2月17日至19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49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 根据棒杰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陶建伟与陶建锋为兄弟关系。

上述方案还未通过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但根据1月27

日的公告， 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过半数董事已经书面承

诺在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业绩烂仍要高送转

Wind数据显示，119家高送转公司中，发布2015

年年度报告的只有29家，另有48家公司发布了业绩快

报，其中，净利润增长翻倍的有17家，净利润增幅超过

50%的29家，有14家公司业绩下滑。 业绩下滑的公司

主要有劲胜精密、顺威股份、国联水产、豫光金铅、广

田股份、飞天诚信、爱迪尔、东方电热、首航节能等，劲

胜精密甚至出现了亏损。

劲胜精密1月29日发布业绩快报称，2015年净亏

损4.6亿元， 上年同期盈利7434.68万元； 营业收入为

35.6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40%。值得注意的是，3

月18日劲胜精密将有2552.11万股的定增股解禁。

业绩亏损仍推出高转增方案，深交所要求其补充

披露并充分说明高比例送转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

相匹配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 以及提议人、5%以上股

东及公司董监高未来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意向及明

确的股份减持计划。 劲胜精密回复，公司自2011年以

来首次进行高送转，符合公司现实情况，有利于提高公

司股票的流动性。 同时，提议人劲辉国际3个月内将不

减持，6个月内存在减持不超过5%公司股票的可能性。

靖远煤电10转9送1股及派息0.4元（含税）的预

案也与解禁联系在了一起。 公司自1994年1月上市以

来， 靖远煤电较大力度的高送转预案只出现过两次，

除了这次2015年年度的预案，就是2012年有过一次。

两次高送转都伴随限售股上市流通。2016年2月2日宣

布高送转预案，2月15日增发股就上市流通。 2012年

的分配方案面市后，2013年3月11日就有增发股份上

市流通。

在业绩大幅增长的高送转预案公司中，不少是通

过收购资产并表实现了业绩高增长，主业表现较为平

淡，如道博股份、海翔药业等。目前净利润增幅较大的

公司道博股份表示，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报告期

内公司通过收购强视传媒为起点正式切入文化行业，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同时，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

战略，将非文化类资产进行了剥离。

“中小创”公司成主流

一般股本较小的公司有高送转做大总股本的冲动。

从推出高送转预案公司所属板块看，中小板、创业板公

司居多，分别有43家、49家，主板公司目前只有29家。

多数推出高送转预案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比

较高，如西泵股份、金雷风电、佰利联、宝德股份、柏堡

龙等2015年底每股资本公积都超过5元。

西泵股份在2月26日公布了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公

告，西泵股份2015年实现净利润5714.34万元，同比增

长41.36%，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不过， 公司同日公

告，于2月25日接到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宛西控股” )及实控人孙耀忠的通知，宛西

控股及孙耀忠拟自3月2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两

者合计减持8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91%。 而宛西控

股即是西泵股份此次高送转的提议人。

Wind统计显示，在2014年度和2015中期未实施

过送股或转股且前三季度实现盈利或年度预盈的公

司中，每股资本公积金大于等于5元、每股未分配利润

大于等于4元、 三季度每股资本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

之和大于8元三个条件满足其一，且总股本在5亿股以

下的公司作为高送转潜力公司，共有81家公司入围。

从行业分布来看，出现高送转个股最多的板块分

别为计算机、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行业，分

别有10、12、14、13家公司推出高送转预案，合计有49

家公司，占比达40%。

光大证券分析师指出，高送转表明了上市公司对未

来市值增长和业绩成长的信心，高送转股除权后的低股

价往往更易为市场接受。 但“送转”仅为上市公司股东

权益的内部结构调整，与真金白银的现金分红有本质区

别。 即使面对业绩靓丽公司，投资者也需要甄别其盈利

能否持续、高送转背后是否伴随股东减持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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