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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股数量骤降

2017 年报披露期间，高送
转迎来最严新规。4月初深沪
证券交易所出台《上市公司高
送转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
稿。新规中，对高送转标准有
了明确的定义：深沪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送转比例分别为 10
送转 5以上、10送转 8以上、10
送转10以上。

此外，征求意见稿中引入
高送转的“硬约束”，与业绩
挂钩，需满足净利润连续两年
增长等三大条件之一。

从严监管背景下，高送转
公司家数显著下降。数据统
计，2017 年报披露每 10 股送
转 10 股以上分红方案的股票
仅 44 只，与 2016 年报 174 只
相比，大幅下降。事实上，
2014 年报和 2015 年报高送转
股大批涌现，均超过 300 只，
2016 年与此前两年相比，数
量已经明显下滑。

此外，根据新规中的高送
转标准，2017年报共有 58只股
票抛出高送转预案，用同一口
径统计，2016年报高送转股数
量为210只。

高送转榜单中，每 10 股
送 转 比 例 最 高 的 当 属 梅 泰
诺，2017 年度分红方案为 10
转增 18 派 1.5 元(含税)，已实
施完毕。排名其后的 4 只股
票送转比例均为 10:15，具体
来看，花园生物 10 转增 15 派
1.4 元(含税)，杰恩设计 10 转
增 15 派 15 元 (含税)，塞力斯
10 转增 15 派 1 元 (含税)，美
联新材 10 转增 15 派 5 元 (含
税)。

高派现股家数暴增

2017年上市公司分红呈现
两大特征：其一，高送转股家数
骤降；其二，高派现股家数暴增。
近年，在监管层持续引导现金分
红背景下，慷慨派现公司逐年增
加，回报股东意识明显增强。数
据统计，2017年报每10股派10
元(含税)以上股票数量达到 51
只，创出历史新高，与2016年报
的28只相比，增幅超过八成。追
溯至此前三年，2013 年至 2015
年高比例派息股均为 15 只左
右。

高派现股板块分布显示，
深沪主板包含 33只，成为高派
现集中营，中小板和创业板 10
派10元以上股票数量分别有8
只、10只。

行业分布来看，汽车、食品
饮料、医药生物位列前三，三大
行业高派现股合计占据四成份
额。家用电器、轻工制造两行业
各有3只以上股票入围。

高派现榜单中，贵州茅台
拔得头筹，10 派 109.99 元 (含
税)，养元饮品、吉比特、洋河股
份位列其后，分红方案分别为
10 送 4 派 26 元(含税)、10 派 26
元(含税)，10 派 25.5 元(含税)。
引人关注的是，一批创业板股
加入高派现阵营，派现比例最
高的当属亿联网络，每 10转增
10股派16元(含税)。

值得一提的是，土豪式派
现股大多业绩可圈可点，除 6
只利润下滑外，近九成 2017年
业绩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
中，寒锐钴业、海螺水泥、威孚
高科等 26 只净利润增幅超过
30%。 据《证券时报》

上市公司年报
囧事排座看

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
刚结束，最穷上市公司、最抠上市
公司等各种“之最”也新鲜出炉。

最穷上市公司

一家上市公司账面上的钱，可
能还不如一个普通投资者的家当
多，你说这是不是穷得快揭不开锅
了。统计数据显示，根据 2017 年
年报，剔除金融企业后，荣华实业、
*ST新亿、园城黄金等 3家上市公
司在手现金不足百万元。其中，荣
华实业账上只有 35.14万元现金，
榜单最低。

最抠上市公司

根据去年实际支付薪酬与期
末员工数量对比，可以计算出大致
的员工薪酬情况。统计显示，昆百
大 A 和*ST 昌鱼两家上市公司去
年员工平均年薪不足两万元，其中
昆百大A平均年薪只有0.58万元。

除了对员工抠门外，有的上市
公司则是对投资者抠门。统计显
示，金杯汽车、绿景控股、中毅达等
16家上市公司连续23年以上未派
现。前述的三家公司则是连续 25
年不派现。

裁员最猛上市公司

从人员的变动可能看出公司
业务发展情况。统计显示，群兴玩
具、ST云维、汇冠股份、希努尔等4
家上市公司去年员工数量同比减
少超过90%。其中，群兴玩具2016
年年底员工人数为455名，2017年
度只有26名，下降达到94.29%，简
直是不用干活的节奏。

有公司员工数量比群兴玩具
还少。数据显示，*ST 宏盛、*ST
新亿、SST 前锋、ST 匹凸、园城黄
金、东方银星等6家上市公司2017
年年底员工数量少于群兴玩具。
其中，*ST 宏盛 2017 年年底员工
数量只有12名。

亏损最惊人上市公司

统 计 显 示 ，截 至 2017 年 年
报，有 10 家上市公司扣非后已经
连续亏损 13 年以上。其中，恒立
实业扣非后已经连续 15 年亏损，
华塑控股、合金投资、ST山水等 3
家上市公司扣非后已经连续 14
年亏损。

而从去年年度亏损情况来
看，相比巨额亏损而言，一年把净
资产亏光的节奏，更令人惊呆。
统计显示，*ST 天化、ST 保千里、
*ST众和等 14家上市公司去年每
股亏损额超过 2016 年底每股净
资产。其中，ST龙力 2016年年底
每股净资产尚有 5.09 元，去年每
股亏损达 5.81 元，净资产直接干
到负值。 据《证券时报》

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最新
统计，一季度，随着田湾核电厂
3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我国投
运的核电机组共 38 台，装机容
量达到 3693万千瓦。各运行核
电厂严格控制风险，继续保持机
组安全稳定运行。

该协会近日首次编制出版
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显示，中
国核电采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尊重全球最高的安全标准。十
多年来，我国在运核电规模持续
增长。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海
南等东南沿海省份，核发电量占
比 超 过 15％ ，最 高 已 超 过
25％。机组运行安全稳定，总体

运行业绩指标优良。
此外，我国核电装备制造能

力持续提升，自主百万千瓦级核
电机组国产化率已达 85％以
上，具备年产8至10台套百万千
瓦级压水堆核电主设备制造能
力。

“当前我国核电装机及发电
量份额很低，核电发展仍处于战
略机遇期，有足够发展空间。”中
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张华祝说，在持续提升
安全性、改善经济性的同时，严
格管控放射性废物，提高公众接
受度，将是我国核能未来发展的
长期任务。 据新华社

我国在运核电机组增至38台

据报道，今年 4 月份，国内
乘用车市场共11个品牌发布15
次 召 回 公 告 ，累 计 召 回 汽 车
677082辆，召回数量大幅上升，
同比去年 4 月 263598 辆的召回
数量激增 156.86%，环比增加
87.67%。

其中，因高田问题气囊原因
导 致 的 汽 车 召 回 数 量 高 达
649734辆，占4月我国乘用车召
回总量的 95.96%。此外，特斯
拉全球召回 12.3 万辆 Model S
汽 车 ，中 国 大 陆 共 涉 及 8898
辆。 据《证券时报》

4月中国召回近68万辆汽车
逾九成祸起高田问题气囊

年报分红送转榜单出炉

51只股票高比例派息创历史新高

证监会近日依法对 5 宗案
件作出行政处罚，其中包括：1
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3宗操
纵市场案，1宗利用未公开信息
交易案。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中，金
亚科技 201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金亚科技通过虚构客
户、伪造合同、伪造银行单据、伪
造材料产品收发记录、隐瞒费用
支出等方式，虚增利润总额超
8049 万元，占当期披露的利润
总额的比例为335.14％。同时，
金亚科技 2014年年度报告虚增
银行存款 2.1亿元，虚列预付工
程款3.1亿元。金亚科技的上述
行为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
会决定对金亚科技给予警告，并
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周旭辉给
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罚款，其
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
款 30 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
款60万元；对张法德、丁勇和等
16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至 30万
元不等的罚款。

操纵市场案中，一是 2015
年1月5日至12月14日期间，冯
志浩使用本人账户通过盘中以
涨停价位虚假申报后次日反向
卖出、开盘以涨停价位虚假申报
后反向卖出、收盘以大单封死涨
停后次日反向卖出等 3 种手段
交易“启明星辰”等 10 只股票，
获利约 1802万元。冯志浩的上
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证
监会决定没收冯志浩违法所得

约 1802 万元，并处以约 3604 万
元罚款。

二是 201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期间，孟祥龙控制使用“李某
燕”和“陈某阳”账户，在开盘集
合竞价阶段、尾市阶段利用资金
优势申报买入“＊ST 三鑫”，影
响“＊ST 三鑫”价格，并于当日
或次日反向卖出，获利约 1621
万元。孟祥龙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决定
没收孟祥龙违法所得约 1621万
元，并处以约3242万元罚款。

三是 2015 年 6 月 30 日至
2015 年 7 月 21 日、2015 年 10 月
23日至 11月 23日，文高永权实
际控制，王交英、宋翼湘操作使
用“刘某英”账户、“湖南志道商
务信息咨询企业（有限合伙）”账
户，通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
势，利用联合买卖、连续买卖等
方式，制造“众益传媒”交易活跃
的假象，并发布虚假信息，将股
价抬高到接近文高永权认为合
理的 18 元，并在若干交易日的
最后两分钟，与做市商操作员岳
源合谋，制造收盘价，操纵“众益
传媒”股价，没有违法所得。文
高永权、王交英、宋翼湘、岳源的
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
证监会决定对文高永权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王交英处以 40 万
元罚款；对宋翼湘处以 40 万元
罚款；对岳源处以40万元罚款。

此外，证监会还对 1宗利用
未公开信息交易案进行了处
罚。 据新华社

证监会对5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

A股年报收官，分红送转榜单出炉，两大特征
凸显。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报每10股派10元
(含税)以上股票数量达到51只，创出历史新高，与
2016年报的28只相比，增幅超过八成。追溯至此
前三年，2013年至2015年高比例派息股均为15
只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