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上市公司拟分红方案

分红总额（亿元）

25.30

24.64

24.65

33.68

公司名称

小天鹅 A

华宝股份

方大特钢

新城控股

分红方案（含税）

10 派 40 元

10 派 40 元

10 派 17 元

10 派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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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豪气分红再度来袭

小天鹅 A拟斥资 25亿每 10股派 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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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诗柳）

在控股

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份换股吸收

合并公司事项获得证监会核准后，昨日

小天鹅 A 也抛出了每 10 股派 40 元的

分红计划，共派现金 25.3 亿元。 根据公

告， 小天鹅 A 此番推出的是 2018 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而即将吸收小天鹅 A

的美的集团将拿走 13.2 亿元分红。据同

花顺数据显示，近期多家上市公司拟豪

气分红，如华宝股份、方大特钢等 6 家

公司每 10 股派息也在 10 元以上。 业内

人士提醒， 对于上市公司分红预案，要

将一次性分红还是长期分红区别开来。

对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分红金额较大的

公司要谨慎，但对业绩向好、有能力长

期分红的公司，可立足于基本面去长期

投资。

小天鹅 A拟派发 25亿红利

昨日， 小天鹅 A 披露 2018 年度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 称拟以 2018 年末总

股本 6.32 亿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40 元

（含税）

，共派现金 25.30 亿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 2018 年 8 月底， 小天鹅 A 母公司

净利润为 7.28 亿元， 加上 2017 年未分

配利润 27.95 亿元，抵扣已分配部分后，

可分配利润共计 28.9 亿元。

小天鹅 A 一直被认为是“现金奶

牛”。 Wind 数据显示，自 1997 年上市以

来， 小天鹅 A 累计分红 14 次， 共分红

28.43 亿元。其中，2017 年每股红利也达

到 1 元，当年共计派发 6.32 亿元。 而在

2011 年~2016 年， 派发红利则在每股

0.2 元~0.75 元之间， 共计分红 15 亿元

左右。

3 月 12 日晚，美的集团与小天鹅同

时公告称， 收到证监会核发的批复，核

准发行 3.42 亿股股份吸收合并小天鹅

A。美的集团在公告中表示，董事会将根

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

授权，尽快办理公司发行 A 股股份换股

吸收合并小天鹅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

关事宜。 据此前披露的公告，目前美的

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小天鹅 52.67%股

份，为小天鹅的控股股东。 照此计算，美

的集团将获得 13.32 亿元分红。

多家公司分红方案优厚

小天鹅 A 并不是今年唯一高比例

现金分红的公司。 本周三，华宝股份也

推出了每 10 股派 40 元的年度分红方

案。 不过，由于华宝股份在 2018 年 3 月

才上市，且股权分布较为集中，其控股

股东华烽国际持股比例为 81.10%。 因

此， 华宝股份这次分红引来较大的争

议。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5 日，

两市共有 221 家公司发布年报利润分

配方案，其中 219 家涉及现金分红。 华

宝股份、方大特钢、新城控股等 6 家公

司，发布了每 10 股派 10 元或以上的优

厚分红方案。

对于上市公司分红，东北证券研究

总监付立春表示，目前高送转股份已被

严厉监管， 上市公司分红多以真金白

银。 但投资者还是要区别是一次性分红

还是长期分红， 对于股权结构比较集

中、分红金额较大的公司要谨慎；但对

于业绩向好、 有能力长期分红的公司，

可立足于基本面去长期投资。 他表示，

受国内各种政策、 货币环境的支持，以

及国外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有向好预期，

前期 A 股市场涨势较为凶猛。但后续行

情还是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没有很好的

基本面支持的上涨还是让人不够踏实。

建议投资者不仅要看上市公司 2018 年

的业绩，还要看 2019 年的业绩预期。

伴随着 3.15 消费者权益日的来临，

医美整形市场受到格外的关注。 据有关

部门往年节日前后受理的消费者投诉

情况显示，涉及整形美容的投诉明显增

多，部分消费者反映微整成了“危整”。

近日，广州海峡整形、珠江医院、中国整

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携

手呼吁医美业界保障顾客权益 ，使

用正品， 联合抵制不合格产品进入

医美市场。

近年，越来越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走

进美容医院，希望通过整形来让自己的

职场之路更加顺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小白菜”就是其中一员。她在美容院做

皮肤护理时，工作人员向其推荐了隆鼻

手术，本身对隆鼻向往已久的她在听到

“很便宜”时就很心动，但在交流中发现

这家机构只是生活美容机构，不具备医

疗美容机构资质。 事过一年多，她表示

很庆幸当时没有因为便宜选择在美容

院做。“整容时，应选择正规的整形医疗

机构，并确认医生是否具有相关的专业

资格证，切勿轻信街头巷尾小广告等

不实宣传。 ”广州海峡整形院长李希

军表示。

3.15 前夕，来自中、美、韩、法、西班

牙等国家的正品医美厂商代表、三甲专

家齐聚“海峡整形第七届正品联盟”公

益活动。广州海峡整形、珠江医院、中国

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携

手呼吁医美业界保障顾客权益，使用正

品， 联合抵制不合格产品进入医美市

场， 从而为国内外求美者带来更安全、

美丽效果更理想的品质高端、安全放心

的医美享受。广州海峡整形名誉院长谭

新东建议消费者，在整容前，应详细了

解整容的项目、费用和风险，务必以个

人真实姓名与医院签订正规的手术协

议书， 并妥善保管好整容协议、合

同 、扣款单据，保存与医生的聊天 、

通话记录等。

广州海峡、珠江医院、中整协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

呼吁联合抵制不合格产品进入医美市场

提示：识别美容产品“真伪”

第一：查产品批号。 消费者

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网站查询产品是否有登记

批准。

第二：看包装盒。 正规渠道

的玻尿酸或肉毒素包装盒上会

有中英文对照，如果全部是英文

或外文， 那极有可能是假冒产

品。

第三：观察外包装。 消费者

可以通过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

码或是刮开涂层进行真伪查询。

中外医美专家参与广州海峡正品联盟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