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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分红唱主角 清仓式派现惹争议
证券时报记者 刘凡
继 2017 年年报中上市公司高送
转降温之后，2018 年年报中， 上市公
司继续对高送转不再热情， 转而以直
接派发现金红利。 Wind 数据统计，超
过 75%的公司以派现或者送转股的
方式回馈股东。 但一些公司的顶格分
红、亏损也要分红、大手笔分红与股东
减持结合等分红形式百出， 在吸引了
投资者参与年报行情的同时， 也引发
了一些争议。

高送转行情转为高派现
Wind 数据统计， 截至 4 月 29 日
上午 10 点， 共有 3311 家公司发布了
2018 年年报。其中宣布分红的有 2484
家，占比约 75%。
在 这 2400 多 家 公 司 中 ， 超 过
2000家公司只派发现金红利， 占有分
红的公司 80%。 其中不乏大手笔派现
的案例。例如，豪气的贵州茅台自上市
以来，分红金额超过 500 亿元。3 月 28
日晚间，贵州茅台在 2018 年年报中披
露，拟以 2018 年年末总股本 12.56 亿
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45.39 元（
含税），共分配
利润 182.64 亿元，剩余 777.18 亿元留
待以后年度分配。 从历年年报数据来
看，2010 年以来， 贵州茅台已连续九
年成为派送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中每
股现金股利最高的公司。
而对比明显的是， 前些年非常流
行的高送转大幅降温。 截至4月29日，
分红预案中包含送转方案的有452家。
其中，送转比例最高的是裕同科技，公
司拟10送转12股；亿联网络、泰禾集团
等紧随其后， 送转比例均为每10股送
转10股。
按照去年 11 月沪深交易所相继
发布的 《
上市公司高比例送转股份信
息披露指引》的最新要求，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公司每 10 股送红股与公积
金转增股本合计分别达到或者超过 5
股、8 股、10 股。 而裕同科技、 泰禾集
团、亿联网络符合高送转条件。

顶格派现引争议
而就股息率而言， 兰州民百以
22.55%的高股息率排名第一， 英力
特、华宝股份、方大特钢等股息率均在

10%以上。
华宝股份此前公告， 公司以现有
总股本 6.16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 40 元现金（
含税）。 共计
派送现金 24.6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 2018 年
的净利润为 11.76 亿元， 且母公司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5.15 亿元。
因此此次利润分派现金总额占母公司
未分配利润总额的 97.91%。 这份预案
被称为“
清仓式”分红。
方案公布后，次日华宝股份的股价
大幅上涨，但随后即收到了深交所的关
注函。 交易所要求华宝股份说明利润分
配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是否构成影响。 随
后，华宝股份表示，公司经营稳健发展，
财务状况良好，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
施不会对公司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
他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另有大手笔分红的吉比特的分红
预案也引发关注。吉比特 2018 年年报
显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 虽然吉比特
自上市以来就有慷慨分红的传统，但
此次拟现金分配的金额占净利润的

2018年A股高管薪酬榜：
年薪整体上涨 独银行业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 孙亚华

99.45%。 且在预案公布一个月前，重
要股东湖南文旅创投发布了减持计
划。 因此有观点认为高派现是否主要
是利好大股东， 且用来对冲股东减持
的利空。
还有公司亏损了也要分红， 例如
平庄能源， 据其4月25日晚间披露的
2018年年报， 平庄能源去年实现营收
22.24亿元，同比下降20.79%；实现净
利润-2.51亿元， 上年同期为4.84亿

元。 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
含
税），此次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约2.03亿
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 8.68 亿元。

业绩爆雷案例激增 商誉减值成第一杀手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翻看上市公司 2018 年度报告，
业绩爆雷是绕不开的话题。 在以往
年份 ， 类 似 案 例 并 非 没 有 ， 但 从 未
像 2018 年这样集中爆发， 涉及上
市公司之多、 变脸业绩金额之大，
令人咋舌。 商誉减值是业绩爆雷的
第一因素，绝大多数巨额亏损公司
皆因如此。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9 日
晚 8 点， 在已披露年报的 3364 家公
司中， 存在计提商誉减值情形的有
764 家，占比 22.7%。 上年同期，这一
比例为 14.05%。2018 年度，A 股上市
公司共计提商誉减值 1192.78 亿元，
同比增长了 2 倍多。
位居亏损榜首的天神娱乐，2018
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63.98
亿元， 其中计提商誉减值 48.14 亿
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14.29 亿
元。 天神娱乐表示，2018 年度，由于
宏观政策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
司部分游戏产品研发进度未达预期、
游戏产品未能及时上线等原因，各子
公司业绩集中大幅下滑，导致当期商
誉减值计提金额较大。
东方精工2018年度计提商誉减
值38.86亿元， 原因是前期收购子公
司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
公司（
下称“
北京普莱德”）经营业绩
下滑。 2018年度，东方精工亏损38.76
亿元。 掌趣科技计提商誉减值33.8亿
元，原因是移动游戏市场增速快速下
滑、 页面游戏整体行业整体萎缩、行
业监管环境趋严、 产品上线延迟，以
及部分被投资公司业务、人员调整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被投资公司的估值

预测下降。 2018年度， 掌趣科技亏损
31.5亿元。
计提商誉减值超过 20 亿元的还有
联建光电、大洋电机、联创互联等，分别
计提商誉减值 27.32 亿元、24.19 亿元、
20.71 亿元。 对应的，联建光电 2018 年
亏损 28.89 亿元， 大洋电机亏损 23.76
亿元，联创互联亏损 19.54 亿元，商誉
减值损失均为年度亏损的绝对因素。
另外， 计提商誉减值超过 10 亿元
有 30 家公司左右，包括华业资本、同方
股份、中文在线、ST 高升等；计提商誉
减值超过 1 亿元的有 192 家，包括华谊
兄弟、天龙集团、三七互娱、当代东方、
万润科技等。
在会计处理上，商誉计为非流动资
产，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出现减值迹象
就需要计提，确认相应的损失，直接影
响净利润。 监管层高度重视商誉的问
题，证监会官网此前发布《
会计监管风
险提示第 8 号——
—商誉减值》，要求上
市公司对于会计处理应审慎判断，商
誉减值该计提就应计提， 但不能借此
手段进行一亏到底，进行“
大洗澡”，借
此操纵报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作为一线监管机构，沪深交易所对
这一问题高度关注。从 1 月底业绩预告
密集期，到年报正式披露时，沪深交易
所通过发出问询函、 监管函等方式，火
速问询、依法问责，并多维度向投资者
揭示相关风险。
梳理问询函、监管函可知，沪深交
易所多次追问相关公司业绩变脸的具
体情形，要求相关公司说明商誉发生减
值迹象的时点和计提合理性、 是否谨
慎、充分，说明是否存在通过减值对当
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业绩“
大洗澡”的情形。

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进入
最后阶段， 高管的薪酬也逐步浮出水
面。 整体来看，2018 年高管薪酬总体
呈增长趋势。 Wind 数据统计显示，总
计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仅银行业高
管平均薪酬同比下降。
具体来看，2018年钢铁、 有色金
属、医药生物、采掘、交通运输等五大
行业的高管薪酬均值增幅最大， 分别
同 比 上 涨 50.63% 、43.19% 、23.08% 、
20.09%、19.52%；而银行业高管薪酬均
值下降，降幅12.09%。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银行业是高
管平均薪酬唯一下降的行业， 但是其
绝对数值依然不低，位居第二名。 2018
年高管薪酬总和均值破千万的有四个
行业，分别是非银金融、银行、房地产
和钢铁， 对应的金额分别是 2251 万、
1986 万、1414 万、1240 万。
个股方面， 从可查询到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总额数据公司来看， 千万级
别的公司逾620家。 其中， 破亿的有4
家，刷新历史纪录，分别是方大特钢、
方大炭素、中信证券和中国平安，对应
的金额分别是1.69亿元、1.52亿元、1.27
亿元和1.25亿元，同比增74%、1773%、
207%、2%。 方大特钢和方大炭素除了
在高管年薪总额上排名前两位之外，
其董事长薪酬也包揽了2018年排行榜
冠亚军， 方大炭素董事长年薪为4077
万，方大特钢为3170万。 此外，方大炭
素2018高管薪酬增幅也位列第二名。
前两年均过亿的泛海控股 2018
年位列第七，高管年薪总额为 9199.75
万元，与之相对应，泛海控股 2018 年
净利 9.3 亿元，同比降 68%。

从薪酬的增长率来看，逾85家公司
的高管薪酬翻倍，逾2100家公司高管的
薪酬同比增长，逾1000家公司高管薪酬
同比下滑，且有16家上市公司高管合计
薪酬不足100万。 2018年降幅最大且薪
酬最少的是公司*ST雏鹰，7位高管合计
持有67.62万元， 同比降81%。 *ST雏鹰
2018年亏损38.64亿元。
北汽蓝谷2017年高管年度薪酬总
额为47.66万元，而2018年高管年度薪酬
总额达到1398万元， 同比增逾28倍，居
增幅榜首位；其次是方大炭素；排在第
三位的是中国联通，2018年公司高管薪
酬总额为719.26万元，同比增逾15倍。 中
航沈飞、五粮液、三六零的高管薪酬增
幅也居于前列，分别增长8.7倍、6.8倍和
6.2倍， 对应的2018年薪酬总额分别是
967.90万、1247.09万和2927.85万。
不过，高管薪酬上涨似乎与业绩上
涨并无太大关联。 2018 年高管薪酬总额
涨幅前二十位公司中， 有 8 家业绩下
滑，其中领益智造亏损约 6.8 亿元，而其
高管薪酬涨约三倍。
在个人薪酬方面，2018年的 “
打工
皇帝” 花落安迪苏， 其总经理Jean Marc Dublanc的年薪为3296万元， 位列
总经理薪酬排行榜第一名。 相比其在
2017年的1125万元，薪水暴涨约3倍。 不
过， 该薪资水平或许不会长期保持，安
迪苏年报显示， 本次报酬包含已于
2014-2017年预提而于2018年期间支付
的长期激励奖金部分，约2012.38万元。
在所有员工的人均薪酬上，今年前
十名行业分布广。 截至记者发稿，2018
年人均薪酬过百万的有5家公司， 分别
是安道麦A、新潮能源、渤海租赁、科锐
国际、光大嘉宝，对应的人均薪酬分别
是209万、199万、142万、119万、102万。

本版制表：刘凡 于德江 孙亚华 本版制图：周靖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