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力电器 1.50 7.80 董事会预案

宇通客车 1.50 7.31 股东大会通过

大秦铁路 0.45 6.88 董事会预案

上汽集团 1.36 6.69 董事会预案

华能国际 0.47 6.28 董事会预案

双汇发展 1.25 6.07 实施完毕

建设银行 0.27 5.84 董事会预案

风神股份 1.00 5.82 董事会预案

华电国际 0.30 5.68 董事会预案

工商银行 0.23 5.48 董事会预案

华域汽车 0.81 5.42 董事会预案

农业银行 0.17 5.35 董事会预案

雅戈尔 0.80 5.27 董事会预案

广日股份 0.75 5.26 董事会预案

福耀玻璃 0.75 5.23 董事会预案

中国银行 0.18 5.22 董事会预案

光大银行 0.19 5.21 董事会预案

S佳通 0.95 5.12 董事会预案

广发证券 0.80 5.06 董事会预案

桂冠电力 0.30 5.06 董事会预案

交通银行 0.27 5.02 董事会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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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A股所有上市公司已披露完2015年度分配方案

21家上市公司股息率超5%

■B02
股民问：金亚科技何时重新审核？

21家公司股息率超5%
现金分红是投资者判断上

市公司内在价值的重要依据之
一。能够分红的业绩才是靠得
住的业绩。随着年报披露完
毕，哪家上市公司给股东的分
配预案和方案慷慨，成为了投
资者关注的焦点。

数据显示，2015年年度分
配方案中，共有21只个股拿出
了大把的真金白银回馈股东，
其 2015 年度的股息率均超过
5%，完爆市场上的各类“宝宝”
理财产品和银行定存利率。

其中，格力电器和宇通客车
均每股派息1.5元，分别以7.80%
和7.13%的股息率高居土豪分红
榜前两位。此外，大秦铁路、上
汽集团、华能国际和双汇发展则
紧随其后，股息率分别为6.88%、
6.69%、6.28%和6.07%。

此外，A股最贵的股票贵州
茅台，其2015年净利润155亿
元，分红也分掉了一半。公司

拟每10股派现61.71元，共分
配利润超77.52亿元。同时，可
以关注的是，由于业绩常年增
长，其分红也是常年增长。如
果长期持有，分红相对于原始
持股价，则远远不止5%，其股价
也已于近期创出了历史新高
262.28元。

银行股常年高分红
当然，仅凭一年的股息率

还不能说明公司“土豪”，现金
流充裕。但若上市公司坚持5
年甚至10年以上连续高分红，
则说明公司经营稳定，投资业
绩有保障，其每年分红也给长
线投资者提供持续的现金流。
从而对其股价形成强大的支撑
作用，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很好
的投资选择。

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A股
上市公司中，共有477家公司自
上市以来每年坚持派息分红。
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高股息
率个股大多出自主板蓝筹板块。

其中，最近5年平均股息率
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九阳股
份、宁沪高速、建设银行、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大
秦铁路、伟星股份、雅戈尔、交
通银行，其 5 年平均股息率从
5.93%到 4.63%之间不等。值得
关注的是，在这前十席之中，银
行股占了半壁江山，其股息率
远超一年定存利率。

对此，投资专家分析认为，
高分红股票大多拥有稳健的财
务状况且盈利增长稳定。在震
荡市背景下，有持续分红能力、
估值相对合理的股票可以更好
地抵御风险。而在上市公司年
度分配集中期内，此类股票还
有望表现出超额收益。对于风
格相对稳健的投资者而言，选
择高分红股票，是当下获取稳
定收益的较好途径。选择高分
红股票需关注三项指标，一是
有稳定的分红政策并连续分
红，二是股息率较高，三是估值
较低，拥有较好的安全边际。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沪指连续第二
个交易日在3000点附近震荡蓄
势，全天最高2999.12点，日K线
走出了四连阳，但两市成交量依
然低迷，萎缩至5000亿元之下。

盘面上，高送转填权概念
为两市最大亮点，赛摩电气5天
4涨停，天华超净、胜宏科技、方
盛制药、海联讯、浩丰科技等多
股集体涨停，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通
用航空概念涨幅靠前，中航飞
机涨逾 4%，贵航股份、博云新
材、中航动控等涨幅靠前。

截至收盘，沪指报2997.84
点，涨0.22%，成交1631.1亿元，
深 成 指 报 10473.23 点 ，涨
0.49%，成交 3110.9 亿元，创业

板指报2224.09点，涨0.59%，成
交840.75亿元，两市38只非ST
股涨停，1 股跌停，共计成交
4742 亿元，上一交易日成交
5354.3亿元。

巨丰投顾认为，盘面上，题
材股小幅活跃，但分化逐步展
开。权重股全天低迷，尾盘小幅
发力，技术上股指连续挑战3000
点，虽然有所收复，但量能不足
以发起有效的收复行情。国元
证券表示，存量博弈依然是当前
市场的重要环境，在此环境下，
需关注资金流向的虹吸效应，即
流向局部具有赚钱效应的板块，
资源股和一些较为活跃的主题
投资板块如电竞、无人驾驶、虚
拟现实、高端制造和新能源汽车
等板块，短期内，强者恒强的格
局仍将继续。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上市券商一季报收
官。但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25
家上市券商的营收、净利润均出
现下滑。其中，券商两融业务自
年初以来也逐月缩水。对于今
年二季度和全年的券商业绩表
现，业内分析师也不乐观，其认
为由于去年的高基数，或将延续
同比下滑的态势。

一季度券商
整体净利下滑五成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一
季度上市券商整体营业收入同
比下滑34%，券商整体归属上母
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五成。其
中，太平洋、东方证券、山西证券
营收额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
营业收入方面，国泰君安、方正
证券和国金证券同比不降反涨。

佣金率方面，上市券商综合
佣金率进一步下滑，从2014年
0.067%下滑至2015年 0.05%，同
比下滑25%，今年一季度继续下
行至0.042%，较去年底下滑17%。

昨日二级市场方面，券商整
体表现不佳，25只上市券商仅一
只收阳。华泰证券昨日收报
17.8元，全天上涨0.34%。其余
24只券商股均出现下滑。

两融业务自年初逐月缩水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券商今

年一季度的经纪业务、证券投资
业务、两融业务均呈现下滑态
势。上海证券的分析师表示，一

季度全市场成交额共计 31.87
万亿元，同比环比分别下滑两
成，受成交量萎缩的影响，导致
经济业务也出现下滑。其行业
收 入 占 比 已 从 2015 年 底 的
46.79%下滑至 37.32%。而同样
受资本市场影响较大的证券投
资行业收入占比也从2015年底
的24.58%下滑至14.37%。

两融业务方面，融资融券余
额规模年初以来逐月缩水，始终
保持在低位徘徊，一季度日均余
额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23.49%
和 17.76%。因此，该分析师认
为，上述三项业务拖累了券商一
季度的整体表现。

今年券商业绩低点
是大概率事件

在预测今年全年券商业绩
的表现时，业内分析师也并不乐
观。国海证券的分析师认为，今
年是券商业绩的低点，也是估值
的低点。

相对于去年，今年券商业绩
回落是必然情况，目前板块估值
已反映今年低业绩的预期，在经
济周期下行的背景下，多元金融
行业业绩整体承压，行业整体性
机会较少，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趋势不改，预
计今年新三板分层、深港通等利
好政策将陆续出台，投资策略为
精选个股并兼顾主题机会。

上海证券的分析师也认为，
由于去年的高基数，今年二季度
券商的业绩表现或将延续同比
下降的态势。

*ST山水 -0.16 -47.60 2000-6-15

商赢环球 -0.61 -562.64 1999-7-7

天山纺织 0.06 -71.36 1998-5-19

浪莎股份 -0.21 -1155.97 1998-4-16

金宇车城 -0.33 -985.21 1998-3-3

山东路桥 3.77 21.13 1997-6-9

博信股份 0.11 94.98 1997-6-6

ST亚太 0.12 126.92 1997-2-28

大东海A -0.07 -398.70 1997-1-28

襄阳轴承 -0.79 -1347.25 1997-1-6

辅仁药业 0.28 129.09 1996-12-18

如意集团 3.08 32.46 1996-11-28

万方发展 -0.35 -1269.91 1996-11-26

运盛医疗 -0.70 -370.34 1996-11-15

祥龙电业 0.06 384.48 1996-11-1

通策医疗 1.92 74.79 1996-10-30

园城黄金 0.15 5.60 1996-10-28

天海投资 2.47 212.53 1996-9-9

中茵股份 -1.46 -967.02 1996-8-28

S前锋 -0.30 -332.61 1996-8-16

英特集团 0.69 5.06 1996-7-16

文投控股 1.38 388.29 1996-7-1

山东地矿 0.97 411.33 1996-6-27

宝塔实业 -1.37 -766.65 1996-4-19

平潭发展 0.38 -46.44 1996-3-27

宝诚股份 -0.01 -179.72 1996-3-15

中国天楹 2.28 30.39 1994-4-8

金圆股份 2.64 103.90 1993-12-15

银润投资 -0.14 -789.66 1993-11-1

中毅达 -0.07 -106.55 1992-8-5

金杯汽车 0.36 125.00 1992-7-24

国泰君安 0.52 2.84 董事会预案
艾华集团 0.70 2.43 董事会预案
迎驾贡酒 0.50 2.42 董事会预案
四通新材 1.00 2.18 实施完毕
德尔股份 1.00 1.58 董事会预案
桃李面包 0.55 1.53 实施完毕

目前A股所有上市公司已披露完年度分配方案，上市公司的分配方案成
为了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年度分配方案
中，共有21只个股的股息率超过5%，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市场仍维
持震荡的背景下，高股息个股则往往更具备中长线投资的价值，不失为稳健
型投资者的较好选择。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沪指四连阳 3000点上不上？

券商一季度净利润下滑五成

部分公司上市至今从未分过红
2015年
净利润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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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上市公司首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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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