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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000家上市公司已出现金分红计划

AA股股分分红红 比比例例金金额额仍仍偏偏低低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李
虎 通讯员 马桂山） 6月3日，记
者从山东海事局获悉，5月山东海上
旅游进入旺季，沿海客运人数比4月
翻一番。

据山东海事局统计，5月份，山东
沿海货物进出港总量7387万吨，同比
减少1 .8%、环比减少4 .1%；其中外贸
货物运量4285万吨，同比减少7 . 5%、
环比减少9 .9%。船载危险品运量2328
万吨，同比增长35 . 6%、环比减少
1 . 9%，连续保持高位。传统四大货种
中，集装箱、煤炭同比分别小幅增长
了3 .7%、1 .7%，石油天然气及制品同
比大幅增长37 . 9%，金属矿石同比下
降16 .1%。完成水上旅客运输221 .4万
人次，日均约7 . 3万人次，突破200万
关口，同比增长17 . 1%、环比增长
127%，滨海旅游进入旺季。

5月份，山东沿海水上安全形势
保持稳定，未发生中国籍船舶等级
以上水上交通事故；共发生海上险
情4起，均为一般险情，险情数同比
减少82%、环比减少50%，为2014年
6月以来单月最低，在全国14个沿海
（江）省（直辖市）中列第10位。山东
省海上搜救中心组织救助行动4次，
协调船艇10艘次、飞机13架次，成功
救助6人，人命救助成功率100%。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宋
磊） 记者从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近日，青岛船东协会、山东货代协
会和青岛市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在青
岛联合举办“互联网时代传统行业如
何转型主题论坛暨中国海运门户
APP客户端启动仪式”,来自海运相关
行业以及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等现代
服务行业近500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中国海运门户APP客户端由青
岛船东协会打造，服务范围辐射全
国，用户包括整个海运产业链的关
联企业,对推动海运业和现代服务
业在互联网时代成功转型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孟敏） 近日，记者获悉，我
省生态环保、市政基础设施等9
大领域向社会资本进一步开
放，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引导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和管
理,推动结构调整、加强薄弱环
节建设、稳固发展基础。

我省将建立健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机制,法无禁止则
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外商投
资按规定享受同等待遇。我省
确定的9大重点领域,几乎全方
位覆盖经济社会民生各个方
面,如探索“使用者付费”和政
府购买服务机制,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等各种模式。
生态环保领域探索建立环

境污染强制保险和绿色环保基
金制度,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
环境问题；农业水利领域盘活
现有重大水利工程国有资产,
选择一批工程通过股权出让、
委托运营、整合改制等方式,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筹得的资金
用于新增水利工程建设。

基础设施方面,市政基础
设施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市
政建设运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
理改革；交通领域向社会资本
放开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
路等所有权、经营权；能源领域

在安全条件下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核电项目,以及投资配电业
务并逐步放开配电增量业务；
信息和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领
域,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宽带接
入网络设施建设运营和业务试
点等。

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以
及文化旅游体育领域，鼓励社
会资本兴办各类教育和培训机
构,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管理,
支持民办学校开展股权融资；
完善社会办医并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通过社会
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文化
旅游设施等项目开发建设、运

营管理,改造并盘活存量资源。
我省还在扩大政府购买范

围、推进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
国企改革、土地平等使用和税
费优惠政策四方面出台支持政
策。如新增政府公共服务严格
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并采
取分阶段支付的灵活支付方
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省属国
有企业投资以及国企改制改组
等；土地、税收优惠政策“一视
同仁”,鼓励土地使用权人在符
合规划的前提下利用自有土地
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社会资本
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可依法享受
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上市公司2014年度分红计划近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有约2000家上市公司推出了现金
分红计划。近年来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意识逐渐增强，不过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依然存在。此外，上市公司还普遍
被股民诟病：分红比例和金额仍然较低，“现金分红根本不解渴”。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
日，900多家公司已实施分配方
案，合计现金分红约1921亿元。

从深市上市公司已发布
的现金分红计划看，分红金额最
高的行业分别是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房地产和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以最新公布分红方案的
格力电器为例，该公司1日决
定向股东现金分红90亿多元。
2012年、2013年度该公司分红
派现分别超过30亿元、45亿元，
近三年分红总额超过165亿元。

沪市现金分红最多的行
业仍是制造业、金融业和采矿

业。以多年蝉联A股公司派现
之最的工商银行为例，2013年
度该公司分红为920亿元，预计
2014年现金分红金额仍将高
达910亿元。

沪深交易所相关报告中
称，近两年来，参与现金分红
的上市公司占比超过了七成，
涌现出一批分红稳定可预期
的高回报蓝筹公司。

数据显示，近年来，A股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呈现持
续增长势头。2010年，1319家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合计5047亿
元，到2013年，共有1879家公司
现金分红合计7629亿元。

虽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金
额不断增长，但与国外成熟市场
相比，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分红
比例和金额仍然较低。有股民抱
怨，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分红，
折算到每股只有一两毛钱，少的
甚至只有几分钱。而还有一些上
市公司连续十多年没有分红，被
股民称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市
场分红主要来自于传统行业的
经营成熟期大型企业，战略新
兴产业公司分红比重较低，而
宏观经济因素、业绩变动和现
金流下降等因素也会影响上市
公司的分红。

2014年年报显示，武昌鱼
公司近3年(含报告期)未分配
利润均为负数，因此未进行分

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或预案。而万鸿集
团则将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此外，现金分红与上市公
司整体经营策略也有很大关
系。一些上市公司会选择持续
稳定的分红策略，以此吸引和
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

相比之下，A股还存在不
少长期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而安全套、感冒药颗粒、艾滋病
快速自检试剂、鸡尾酒等奇葩
分红礼物也曾被媒体诟病。据
报道，广宇发展、湖南发展等
90多家公司至少10年都一毛
不拔。而2014年度，广宇发展、
湖南发展等公司依然不进行利
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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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沿海客运翻番

险情数创年内新低

中国海运门户
APP客户端上线运行

900多家公司现金分红约1921亿元

90多家公司至少10年一毛不拔
众人眼中的A股现金分红

业内人士表示，应理性看待A股市场的现金红包。现金
分红作为上市公司回报广大股民的一种方式，有其积极的一
面，但并非分红多就一定会长久有利于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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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分红不如股民“大方”
“有人吗，出来聊聊天啊，

这涨得太猛了，一下子赚嗨了，
就想和你们聊聊。”股民老徐大
半夜被微信股友群震醒了，赚
大了的股友兴奋地睡不着，要
找人聊聊。牛市一路向前走，赚
了钱的股民生活也发生了不少
变化。

昨天凌晨1时许，股民老徐
被枕边的手机震醒了，原来他
忘记静音了。定睛一看，原来自
己所在的一个股友微信群里有
个股民朋友在不停地“冒”出
话来：“有人吗，出来聊聊天
啊，这涨得太猛了，一下子赚
嗨了，就想和你们聊聊。”老
徐看那朋友挺寂寞的，就睡眼

惺忪地跟他聊了几句，“这赚钱
赚得睡不着觉了，是有多兴奋
啊！”那股民朋友一看有人搭理
他，更来劲了，一下子发了个大
红包，老徐一点，原来每人都是
8 . 8元。

牛市赚钱效应明显，也“诱
惑”了不少大学生进场。有的大
学生省吃俭用，就把省下来的
钱去炒股；有的甚至连饭卡里
面的钱都要取出来，就希望能
大赚一笔。有高校财经专业的
学生甚至成立“私募”，“就是把
其他同学不用的生活费集中起
来，交给一个高手来打理，然后
每个月返还利息。”

据新华网、北京晚报

广州老股民王先生 :“铁公鸡”也要区
别对待，一些上市公司不进行分红，但通过
投资追求长期发展，更符合投资者的根本
利益，而一些“现金奶牛”虽然分红不少，但
长期看也有掏空上市公司的情况。

财经评论员苏培科:目前A股上市公司
的分红比例和金额仍然较低，普通投资者
大多以“低买高卖”等方法赚取利润，成为
我国股市投机盛行、波动剧烈以及“熊长牛
短”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近年来
监管层一直鼓励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力
度的一个原因。

首创证券研发部经理王剑辉：给股民
现金分红有利于股市保持稳定，也有利于
吸引机构投资者加入，同时可培育价值投
资理念，促进我国股市走向成熟。但也不是
说上市公司不分红就不好，分红或者不分
红应当根据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决定。

格力电器一名机构股东：现在格力电
器正在从单一的空调产品走向多元化经
营，需要大量投资，可以适度减少分红数
量，把累积的利润更多投入到开拓新市场、
新技术上去，确保股东的长期持股收益。

20亿以下市值股
A股仅剩6只

本报讯 6月3日，连续上演“新
高”秀的创业板指终于摸高至4000

点上方，围绕这一高位展开的激烈
震荡亦随之而来。

与此同时，受新股申购带来的
市场巨额资金压力影响，早盘沪指
小幅上扬后开启回落调整，在考验
4800点支撑后再次找到向上感觉，
最高上摸4942 . 07点。

值得关注的是，连日来创业板
持续大涨，目前A股已无10亿元以
下市值股票，20亿元以下市值股票
仅剩6只。今年来5只涨幅超过10倍
的股票全部为创业板和中小板股
票。其中，暴风科技以今年来24倍的
涨幅居A股涨幅榜首位，龙生股份、
中文在线、乐凯新材、埃斯顿等股票
涨幅也超过10倍。创业板公司和中
小板公司股票涨幅巨大，低市值股
票在快速消灭。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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