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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根据同花顺统计发
现，截至1月11日收盘，沪
深两市新年以来累计上涨股为
919只，占比 22.28%，上涨
股涨幅中位数为5.47%。通过
对期间累计涨幅TOP100个股
（剔除2020年12月份以来上
市新股）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强势股呈现五大特征。

第一，拥有良好的成长性。
统计发现，在上述开年以来涨
幅TOP100强势股中，去年前
三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实现同比增长的达到67家，
占比近七成。此外，强势股中已
发布2020年年报业绩预告的
19家公司中，有13家公司业
绩预喜，占比达68.42%。

第二，流通市值两极分化明
显。数据显示，上述涨幅TOP100
个股中，流通市值千亿元以上的
有12家，海康威视（4776.28亿
元）、三一重工（3550.80 亿
元）、长城汽车（2779.99 亿
元）、比亚迪（2690.71亿元）、
韦尔股份（2167.02亿元）等5
家公司流通市值均超2000亿
元。而流通市值在20亿元以下
的有7家，流通市值最小的是长
鸿高科，仅14.59亿元。

对此，成恩资本董事长王
璇表示，历史上A股也出现
过多次大小盘股走势分化的情
况。大小盘风格轮动主要由经
济周期带来的相对盈利分化导
致，流动性也对大小盘风格有

短期影响。本次分化主要有两点
原因，一是在疫情背景下，行业
龙头相对小公司的业绩预期改善
幅度大，确定性更高；二是基金
发行加速、退市新规导致小盘股
折价。关于后市，王璇认为
2021 年不会重复所有行业都

“以大为美”，大盘股高业绩增速
的持续性也将分化，对于业绩预
喜且具备行业景气和公司增长可
持续的标的可以参与。

第三，资金关注度高。从资
金流向来看，今年以来截至1月
11日收盘，上述TOP100个股
中有55只个股呈现DDE大单资
金净流入状态，占比超五成。其
中，华兰生物（12.16亿元）、海
康威视（11.53亿元）、蓝思科技

（11.08亿元）、三安光电 （7.65
亿元）、中远海控（7.08亿元）、云
南白药（6.39 亿元）、西部矿业
（6.27 亿元）、南山铝业（5.64 亿
元）、盛和资源（5.23亿元）等9只
个股DDE大单资金净流入均超
5亿元，合计73.02亿元。

第四，机构关注度高。在上
述TOP100个股中，券商机构近
30日内给予增持以上评级的个
股达 58 只，占比近六成，其
中，推荐次数最多的是万华化
学，被推荐27次，中顺洁柔和长
城汽车紧随其后，分别被推荐13
次和9次。此外，从社保基金和
QFII的持仓情况也可以看出机
构对这些强势股的关注度，统计
显示，上述个股中有35只个股前

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社保基金和
QFII 身影，永新光学、洽洽食
品、拓普集团、迪安诊断、北新
建材、三一重工等6只个股同时
被社保基金与QFII持仓。

第五，复苏主题启动。开年
涨幅TOP100个股中，涉及22类
申万一级行业，具体来看，有18
只个股属于化工行业，13只个股
属于电子行业，9只个股属于汽
车行业，上述行业合计40只个
股，占比40%，均属复苏主题。

冬拓投资基金经理王春秀表
示，随着疫苗逐步落地、全球经
济复苏，化工产品在今年会有非
常不错的表现，具有涨价潜力的
化工领域各细分龙头有很高的配
置价值。 （综合）

开年沪深两市涨幅TOP100股呈五大特征

仅仅过了一夜，两市首份
2020年报高送转预案就宣告
流产。

沃特股份1月 12日早间
公告，鉴于公司年度报告尚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各
方决定取消年度利润分配提
议。

1月 11日晚，公司公告
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吴宪提议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
这是两市第一份2020年报高
送转预案。

受此影响，沃特股份股价
1月12日涨停，股价报26.49
元/股，涨幅为10.01%。

沃特股份1月 11日晚间
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吴宪发来的《关于2020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提议函》，提议拟以未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 （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沃特股份同日还披露，收
到包括吴宪在内的多个股东承
诺不减持公告。吴宪等股东承
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支持公司持续、健康、

稳定的发展及内在价值的合理
反映，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自愿承诺即日起6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沃特股份的股票，
包括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因资
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增发等事项产生的新增
股份。

沃特股份1月 11日晚间
发布的 2020 年业绩预告显
示，公司预计2020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11 万元至 7099.61 万元，
同比增长27%至 5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净利润为5031万元至
6119.61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73.26%至232.38%。

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发
布利润分配方案的比例居高不
下，近8成上市公司都在当年
披露利润分配方案。从发布时
间看，年报是上市公司发布利
润分配方案最重要的节点，远
远超过季报和半年报。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
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高送转
从本质上来说，不属于利润分
配。业绩较好的公司进行高送
转，可能有短期炒作填权的预
期，而如果业绩较差的公司进
行送转，在“面值”退市等规
则下，基本等于“送死”。定
期分红才是A股上市公司利
润分配的趋势。

允泰资本创始合伙人、首
席经济学家付立春表示，上市
公司进行高分红的基础是业绩
稳定和现金流充裕。近些年，
监管层积极倡导上市公司进行
现金分红，上市公司分红率持
续提升，现金分红具备可预期
性。

董登新表示，A股上市公
司正在逐渐成熟，现金分红的
比例越来越高。对于成熟市场
来说，现金分红比较稳定和透
明，可以参照上年度分红比例
和时间，提前获悉下一个财报
季的预案内容。

那么，哪些公司会具备高
分红潜力呢？记者梳理发现，
2020年三季报中每股未分配
利润大于 1 元的上市公司有
2622 家，大于 5 元的有 287
家，大于10元的有50家，贵
州茅台、吉比特、中国平安、
海螺水泥、石头科技、洋河股
份、大商股份、英科医疗等9
家公司每股未分配利润超过20
元。

但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
A股上市公司虽然具备较强的
分红能力，但是分红比例整体
有限。Wind数据显示，近12
个月中，A股仅有1229家上市
公司股息率超过1%，357家公
司股息率超过3%，仅124家公
司股息率超过5%，远低于同
期银行理财水平。

（综合）

首份年报高送转预案一夜流产
这些公司有高分红预期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工行账单分期送好礼活动来
啦！iPhone12Pro、华为P40
pro、 戴 森 V11、 Airpods、
任天堂健身环大冒险定制礼盒
等礼品免费送。现在办理工行
信用卡账单分期，就有机会获
得最高价值9999元惊喜好礼。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期
间，工行客户成功办理账单分
期（含消费转分期），且分期金
额3000元（含）以上、期数6期
（含）以上，并下载注册“工银e

生活”App，2月 18日至 2月
28 日可通过“工银 e 生活”
App抽取并换购价值不等的
奖品，奖品最高价值9999元，
包括 iPhone12Pro、华为 P40
pro、戴森V11、Airpods、任天
堂健身环大冒险定制礼盒、指
定商户电子券等多种好礼等您
来拿，百分百中奖。

活动期间，分期金额5万
元（含）以上，有机会抽取最
高价值9999元好礼；分期金
额1万元（含）至5万元，有

机会抽取最高价值 5999 元好
礼；分期金额3000元（含）至
1万元，有机会抽取最高价值
2990 元好礼。活动奖品均以

“工银e生活”电子券形式发
放，客户可兑换券面指定奖品
或在券面指定商户消费时抵扣
电子券金额。账单分期交易时
间以银行系统记录为准，活动
期间分期交易金额按卡片累计，
同一客户仅可参加一次送好礼
活动。注册“工银e生活”App手
机号须与预留手机号一致。

工行账单分期送好礼

日前，兴业银行正式加入
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成为
该联盟内首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依托在水资源与固废处理
领域耕耘十余年的优势，与产
业链上下游70多家龙头企业，
共同推动长江大保护事业。

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是
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统筹
指导、长江经济带11省市政府
支持下，三峡集团牵头生态环
保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和机构
成立的国家级合作平台，通过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融合，
形成项目共建、利益共享、责
任共担的生态环保产业链，以
有效改善长江生态环境。

据悉，加入长江生态环保
产业联盟后，兴业银行迅速行
动，为长江一级支流重庆花溪
河治理投放了首笔贷款。重庆
花溪河综合整治PPP项目总投
资35.19亿元，涉及流域综合整
治规模268.46平方公里，河道
总长66.25公里，该行提供项目
前期贷款10.56亿元，目前根据
项目进度已放款4亿元。

作为国内绿色金融先行者，
兴业银行2013年便在国内首家推
出了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综合解决
方案，在水资源利用保护和水污
染防治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先后
参与支持浙江“五水共治”“美丽
乡村”项目、武汉“四水共治”
项目，以及太湖、巢湖、滇池等
众多大型水域治理项目建设，在
其目前11558亿元绿色融资余额
中占比超过1/3，占比最大。截
至2020年末，兴业银行在长江沿
线 11 省市累计投放绿色融资
13949.37 亿 元 ， 融 资 余 额
5445.71亿元，有力支持了长江
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围绕长
江生态环境修复，与联盟成员着
力实现产业链协同，开展水环
境、固废与土壤修复、景区保护性
开发等领域产业与技术应用联合攻
关，推动形成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
体系、有价值的环保科技成果及可
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环保项目商
业模式，以生态长江撬动经济、社
会与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晓兴）

共抓大保护

兴业银行加入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即日起至1月31日，中行手
机银行生活缴费满1元，即可
参加幸运抽奖活动，100%中
奖。

活动期间，客户登录手机
银行，完成一笔1元及以上的
生活缴费交易（不包含话费充
值），即可通过转盘抽奖页面进
行一次实时抽奖，随机抽取活动
奖品，每名客户每月最多有一
次中奖机会。礼品包括腾讯视
频网站会员月卡、爱奇艺视频
网站会员月卡、优酷视频网站
会员月卡、10元手机话费券、

5元手机话费券、5元京东支付券。
如何参加活动呢？以手机银行

“生活缴费”模块内的“慈善捐款”
为例，登录中行手机银行—生活频
道，进入生活缴费，选择“慈善
捐款”，输入金额（至少要1元）
和手机号，完成支付。在完成支
付页面，点击转盘中心“立即抽
奖”，系统显示随机抽奖结果，中
奖客户在线填写个人信息（手机
号码），获得话费优惠券和视频会
员月卡的客户，可在手机银行上
进行实时兑换。选择页面相应的
奖品，点击“去使用”可兑换相
应权益。

开启新年第一份好运

中行生活缴费100%中奖赢好礼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1
月4日至3月31日，抖音首绑华
夏银行借记卡抖币充值立减8.8
元，抖币充值还能享随机立减，
最高99元。

活动期间，用户在抖音APP
（安卓端）直播打赏或抖音钱包
中充值抖币，在银行卡支付渠道
首次绑定华夏银行借记卡支付，
即可享受立减8.8元的优惠。同
一用户整个活动期间限享一次优
惠。

活动期间，用户在每个活动
周期开始前已经在抖音APP（安
卓端）绑定华夏银行借记卡，且当
期活动于直播打赏或抖音钱包中
充值抖币，在银行卡支付渠道用
华夏银行借记卡完成支付，即可
享受随机立减最高99元的优惠。
同一用户每个活动周期限享一次
优惠。活动共分为四个周期，分别
为1月4日至1月24日、1月25
日至2月10日、2月11日至2月
28日、3月1日至3月31日。

玩抖音绑华夏卡享立减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3月31日，成功激活中
国银行E贷额度并签约的客户，
可获得50元手机话费。

中银E贷是一款个人网络消
费贷款产品，线上申请，期限灵
活，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
担保，额度有效期一年。

激活中银E贷送话费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新
年到了，想办农行信用卡的抓
紧，五重福利等着你。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持
卡人在核卡后次两个自然月
内，使用该卡通过微信支付交
易满 6笔，每笔消费满 18元，
即有机会获得共计100元笔笔
返现红包礼券。每笔消费满
10.01 元返 10 元，10 次共计
100元。

活动期间，持卡人报名后，
线上消费单笔满18元可随机红

包返现，最高666元，每天一
次。累计12笔满18元的线上消
费还可抢热门卡券。

活动期间，首次在美团支付
绑卡的新客户可享受美团点评旗
下App首笔消费立减8元优惠。

活动期间，在大牌商户可享
受特惠购券立减10元至30元的
优惠。

活动期间，持卡人激活用卡
后，成功推荐1名年轻新客户，
可领取150元京东E卡，推荐越
多，奖励越多。

农行新客户享五重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