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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股补贴王现身
宇通客车成为豫股中“另类”补贴大户
收到补贴将达百亿元

□首席记者 李传金

新能源汽车领域成就“补贴王”

梳理2015年豫股成长特
色，其中，政府补贴成为豫股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驱动成长
的动力。特别是在新兴产业
内，政府补贴已成为企业技术
研发和产业升级的最大力量，
新能源汽车领域就是典型的
一例。

宇通客车（600066）就是
其中的“补贴明星”企业。超
出人们预期的政府补贴规模，
让人们惊讶发现，宇通客车成
为豫股中补贴大户，大到百亿
元。

宇通客车2015年年报显
示，公司共计销售新能源客车
2.04万辆，占公司汽车总销量
的 30.05%，营业收入 140 亿
元，占总收入的44.7%，总收入
312.1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21.31%。其中，纯电动客车销
量 为 1.39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706.8%；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
销量6560辆，同比增17.8%。

纯电动客车的7倍增长背
后，是超额的政府补贴驱动。
年报披露，宇通客车2015年
销售新能源汽车所获政府补
助共计68.57亿元，其中纯电
动客车补贴52.35亿元，插电
式混合动力客车补贴16.22亿

元，较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35.35亿元)高出33.22
亿元。

此外，宇通客车的应收账
款情况显示，公司尚有32.69
亿元的新能源客车补贴尚未
到拨付时间。如果到达拨付
时间，宇通客车的新能源客车
补贴数额累计将达101.26亿
元。但这个补贴大户却属“另
类”，因为它不同于其他企业获
得的政府“红包”。宇通客车获
得的所谓补贴，实际是“政府替
消费者支付”的部分购车费用，
本应作为营收却因为新能源汽
车的扶持政策而计入了补贴，
看起来让人吃惊，但一定程度
上也刺激了销量。

事实上，在新能源汽车的
产业链条中，还有一个千亿级
规模的充电桩市场，豫股中的
许继电气（000400）与森源电
气（002358），因生产充电设
施，也因政府出台的《关于加
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的指导意见》而获得财政补
贴。据了解，未来可能出台对
于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补贴，
补贴比例最高有望达到40%，
充电站建设最高有望补贴300
万元。

弱势的农业产业 最受补贴青睐

对于农业大省来说，农业
仍然是河南的弱势产业，农业
补贴一直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的
重要力量。这也是涉农豫股补
贴规模较大的原因之一。毕
竟，河南需要更多的双汇发展
（000895） 、 牧 原 股 份
（002714）、华英农业（002321）
等具有规模化竞争优势的豫
企。

记者从雏鹰农牧（002477）
获得2015年相关政策补贴来
观察，政府补贴给企业发展的
资金名目繁多，比如2015年公
告中显示，公司获有养殖场（小
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补助资金；财政资金支持农
业企业发展贷款贴息支持；技
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科技惠民
工程）支持资金；良种猪精液补
贴款等，补贴规模从几十万元
到几百万元不等。

同样，记者在华英农业、三
全食品（002216）等企业年报
中，也看到了额度不等的政府
贴息补贴等，甚至莲花健康
（600186）还收到技术改造的政
府补助资金，比如莲花健康全
资子公司河南省项城佳能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因关停小火电机

组，获得了周口市政府的补助
资金1530万元。

当然，在农林产业链的补
贴中，政府对下游生产企业的
培育与扶持同样巨大，特别是
涉及“保壳”行动中，来自政府
的“红包”足以让人艳羡。比
如银鸽投资（600069）2015年
12 月 30日发布的公告称，其
子公司河南银鸽工贸有限公
司获得舞阳县政府节能减排
专项补助资金人民币4000万
元。截至公告日，河南银鸽工
贸有限公司已收到节能减排
专项补助资金人民币3600万
元。事实上，来自政府更大的
红包是“保壳式经营”扶持。
根据其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发
布的公告，子公司漯河银鸽生
活纸产有限公司获得政府经营
扶 持 奖 励 资 金 人 民 币
16878.79万元，该笔资金已于
2015年11月26日到账。除此
之外，2015年10月20日，银鸽
投资还获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增值税退税款510.92万元。

截至2015年年底，仅从补
贴一项数据来看，银鸽投资已
经收到了超过2亿元的政府补
贴。

事实上，近些年越来越多的
上市公司开始热衷于真金白银
式的回报方式，分红越来越慷
慨。

有数据显示，A股有1351
家上市公司连续３年(2013年、
2014年和2015年)进行现金分
红，占比达47.5%，其中，银行、
交通运输和计算机等行业中连
续３年现金分红的公司家数，占
该行业成分公司家数的比例居
前。

中国人寿公告，每10股派
息 4.2 元，现金分红总额达到
118.71亿元。工、农、中、建等多
家金融机构分红总额也在百亿
元以上。此外，华能国际、中国
神华、中信证券、美的集团等多
家上市公司出现在现金分红超
10亿元的行列中。

即使上市公司变得越来越
大方，A股整体回报水平与成熟
市场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
作为全球市场最重要的指数之
一，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长期平

均股息率约为2.4%。而A股与
之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所以
近年来，监管层试图通过约束性
和鼓励性制度，引导上市公司更
多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而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
中国股市仍需通过完善制度、
强化监管，以降低波动性和投
机性。唯有如此，上市公司的
分红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投资
者实实在在的收益，从而树立
起长期投资理念、培育起价值
投资文化。

尽管如此，也有不少企业对
分红并不热衷。其实，一家公司
一年不分红并不少见，但十几年
不分红则并不多见，而这些十几
年不分红的公司，难免要被投资
者冠以“铁公鸡”的“美誉”。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
以来，两市尚有80多家公司未
进行过分红，其中包括神州高
铁、大唐电信、珠江控股、特力A
等股价近两年表现优异的明星
公司。对于不选择分红，多数公

司给出的理由为“业务扩张”、
“投资”等。

而就豫股来看，洛阳玻璃自
从1997年 4月份分红以来，已
经19年“一毛不拔”。2016年3
月18日，洛阳玻璃发布年报，公
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6.62亿
元，同比增长0.3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亿元，
同比增长582.84%。其2015年
业绩，相较建筑材料行业平均营
业收入增长率-9.72%、平均净
利润增长率-30.21%，绝对是相
当优秀的。

由于其为A+H两地上市，
依据其公告显示：按照中国会计
准则，公司2015年度实现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14448.30万元，加上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人 民
币-135472.89万元，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121024.59万
元，故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同时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

双汇宇通争当分红王
□本报记者 古筝

A股年报期间，贵州茅台
10股派61.7元的高额分红惊艳
了资本市场。

然而与此相比，河南A股
上市公司也同样豪气十足，从
年报情况来看，河南A股公司
现金分红最高的集中在蓝筹
股，双汇发展和宇通客车最引
市场注目。

3月29日，双汇发展公布了
年报以及分红方案，拟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现12.5元（含税），
共计派现41.24亿元。

而根据其年报显示，双汇发
展全年实现收入447亿元，同比
下降2.2%，归母净利润42.56亿
元，同比增长5.34%。

也就是说，双汇发展2015
年赚了42亿元，分红就分掉了
41亿元，这几乎等同于“赚多少
分多少”。

双汇发展的豪举，迅速在A
股市场迎来围观，更有不少股民
在股吧中为双汇点赞，直呼那些
从不分红的股市“铁公鸡”们要
向双汇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双汇发展
的豪气分红，其中的最大受益
者要数大股东双汇实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数为 5.5 亿
股，占总流通股本的30.28%，以
此计算，大股东将获现金6.88
亿元。

其实，双汇发展之所以敢赚
多少分多少，其最大的底气来自
于优良的业绩。

在河南和信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咨询总部总
经理肖玉航看来，经过多年的融
合，双汇与史密斯菲尔德已经形
成很好的协同效应。虽然2016
年屠宰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
高猪价冲击，但更多的低价进口
猪肉、强势打造的美式低温肉制
品和集团董事局全力的销售支
持，仍将推动收入和业绩有良好
表现。

除了双汇之外，“豫股分红
王”最为有利的竞争者是业绩同
样出色的宇通客车。

4月4日晚间，宇通客车发
布2015年年报，年报信息显示，

2015年宇通客车实现营业收入
312.11亿元，同比增长2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5亿元，同比增长35.31%。
与此同时，宇通客车还公布其分
红方案，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5元(含税)。

据测算，按照目前宇通客车
股本22.13亿股来计算，每10股
分红 15 元，最后分红将分掉
33.2 亿元，这一数字将达到其
2015 年净利润 35.35 亿元的
93.94%，不得不说对投资者十
分慷慨。

其实，近几年，宇通客车的
分红一直比较慷慨，分红比例也
在逐年上升。

资料显示，2013年宇通客
车分红是每10股派息 5元(含
税)，当期分红 6.36 亿元，占
2013 年净利润 18.22 亿元的
34.94%；2014年分红为每10股
派息10元(含税)，同时每10股
转赠5股，当期分红14.77亿元，
占2014年净利润26.12亿元的
56.55%。

洛阳玻璃保持“铁公鸡”作风

双汇发展2015年赚42亿元，分红达41亿元，宇通客车分红也达33.2亿元

2015

豫股
年报

公司名称 分红方案
双汇发展 每10股派现12.5元（含税）
宇通客车 每10股派现15元（含税）
牧原股份 每10股转增10股派现3.53元(含税)
多氟多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5股
平高电气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00元（含税）

部分豫企分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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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豫企几乎分掉其全年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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