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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高送转概念股炒作的投资风险

会理事
经济学教授

张锐
正因为高送转概念股是一种纯粹的投机炒
独立财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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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是受到管理层严
格监控的。 为此，去年 11 月 23 日晚，沪深交易所
均发布了正式的《高送转指引》，对上市公司高送

皮海洲

转行为予以规范。 比如规定，上市公司披露高送转
方案的，其最近两年同期净利润应当持续增长，且

给市场的重要风险之所在。

“

投资者要对上
市公司的高送转行

也正因如此，对于高送转概念股，投资者一定要
有风险意识。 要对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加以甄别，
尤其是要提防那些不属于《高送转指引》管辖范围之
内的上市公司。 这类高送转行为通常都不是真正为

雷诺与日产合并
阻力有多大？

了回报投资者，而是另有目的。 比如，配合大股东及

1 月 22 日，A 股市场 2018 年首份年报亮相。 创

每股送转比例不得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同期净

为加以甄别，尤其是

业板公司金银河 2018 年增收不增利，全年营收增长

利润的复合增长率。 如此一来，高送转也就成了绩

要提防那些不属于

配合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需要； 或者配合机构投资者

确定了新任经营领导班底，米其林 CEO

31%，但净利却下降 2.32%，年报第一枪放了“哑炮”。

优公司、业绩高成长公司的专利。

《高送转指引》 管辖

炒作股价的需要等。 而比较常见的，就是配合大股东

塞纳尔继任董事长。他表示，将尽快与日

及重要股东减持。如 2018 年“年度高送转第一股”的

产汽车公司等磋商加强合作的事宜。 据

正元智慧，去年 11 月 14 日率先发布 10 转增 9 股派

悉， 日前访问日本的法国政府代表团已

随着 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的到来，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深交所的《高送转指引》

一个被称为“不死题材”的高送转概念股炒作如期

给中小板、 创业板公司的高送转行为留下了一个

拉开了序幕。 如 1 月 15 日晚，顶固集创控股股东、

巨大的后门。 根据深交所的规定，中小板公司高送

范围之内的上市公
司。 这类高送转行为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林新达提议向全体股东每 10

转的比例确定为 10 送转 8 股以上，创业板公司高

通常都不是真正为

股转增 8 股派 2.20 元（含税），随后公司股价连拉

送转比例界定为 10 股送转 10 股以上。 如此一来，

了回报投资者，而是

三个“一”字板，且开板后仍连涨三天，股价短期涨

中小板公司 10 送转 7.9 股以下， 创业板公司 10

另有目的。 ”

幅接近 50%。 又如 21 日晚公告每 10 股转增 6 股

重要股东减持；基于为大股东股权质押护盘的需要；

1 月 24 日，欧洲汽车巨头雷诺公司

1.5 元的分配方案，引发股价 4 涨停。 但随后不久，公

向日方表达了希望雷诺与日产完全合并

司多位重要股东发布减持计划，高送转方案的发布，

的建议， 而且法方可能以较为强硬的姿

成了重要股东减持的契机。

态推进两家企业的一体化进程。

正是基于高送转背后的不纯动机，这就使得高

在全球汽车界， 雷诺与日产的合作

送转 9.9 股以下就都不属于深交所《高送转指引》

送转题材的炒作充满了投资风险。 以正元智慧为

已存续了 20 年之久。受到亚洲金融危机

派 3 元的兴瑞科技，股价次日“一”字涨停，第二个

的管辖范围了。 这也意味着这类公司的高送转行

例，随着高送转预案的发布，公司股价从 34.15 元

的冲击， 当时的日产出现了连续七年的

交易日仍上涨 6.26%。 高送转概念股的炒作再一

为将会给市场带来较大的投资风险。

股东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前后 3 个月内， 也不得

炒高到了 51.85 元，但随着公司股东减持等利空消

严重亏损， 而且巨额债务缠身， 关键时

比如根据《高送转指引》的规定，高送转是业

披露高送转方案。 可以说，《高送转指引》对于抑制

息的出台， 公司股价又跌到了最低价 30.05 元，股

刻 ， 雷 诺 出 资 54 亿 美 元 买 下 了 日 产

对于高送转概念股的这种炒作， 投资者其实

绩高增长公司的专利，而且上市公司提议股东、控

上市公司通过高送转向董监高及重要股东进行利

价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甚至是回到了起点线之下。

36.8%的股权，成为后者的控股股东，雷

并不陌生。 高送转概念之所以被称为是“不死的题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益输送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不属于《高送转指引》

这其中的风险显而易见。 也正因如此，对于当下市

诺日产跨洲际联盟由此产生。

材”，就是因为这种炒作年复一年，而这种炒作的

员在前 3 个月存在减持情形或者后 3 个月存在减

管辖范围之类的公司， 这种利益输送的行为就可

场对高送转概念股的炒作，投资者一定要有风险意

风险是很大的。

持计划的，公司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并且在相关

以畅通无阻了。 这也就是这类公司高送转行为带

识，远离高送转概念股炒作的投资风险。

次展现出魅力所在。

让人羡慕的是， 长达 20 年的合作中
雷诺与日产从来没有产生任何龃龉，也许
正是如此，有关雷诺与日产合并的消息一
直不绝于耳。 除了戈恩主政雷诺时一直在
牵引着双方朝着一体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而努力外， 法国政府也在背后推波助澜。

科创板实施方案获批
对资本市场影响意义深远

可是，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日本方面
对待合并表现出的态度却非常冷淡。
从股权配置上来说， 雷诺持有日产
44%的股份属于可以影响日产内部事务
的投票权，相反，日产持有雷诺 15%的股

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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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减轻市场对科创板分流存量流动性的担忧预

份则没有投票权，因此，如果雷诺董事会

期，但强调增量改革，其实更是对科创板上市公司

在讨论有关合并等重大事宜时，显然雷诺

的质地与投资吸引力赋予了较高的市场预期，而

占有绝对优势。 但雷诺与日产却有着一致

这类入选企业，往往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较强的

的认识诉求，那就是不希望因为两家企业

成长能力以及较高的投资回报预期等特征， 当市

合并而丧失决策独立性。 目前来看，法国

场认可了入选企业的优质性， 将会为市场带来新

政府对雷诺的持股比例达到了 15%，而且

千呼万唤始出来， 市场热议多时的科创板实

增流动性补充，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还是雷诺的最大股东，同时市场经常传出

施方案终于获批， 这无疑成为了国内资本市场深

与此同时，与新三板、创业板等现存市场板块

法国政府还想继续增持雷诺的股份以达

化改革的头等大事。 随着科创板实施方案的获批，

相比，科创板更具有特殊的功能定位，彼此之间并

郭施亮

到完全控制雷诺-日产联盟的目的。
看得出， 雷诺与日产的背后实际站

紧随其后将会陆续出炉科创板的规则征求意见

不存在重复性。 科创板的设立是多层次资本市场

稿，而首批科创板上市公司也有望逐渐浮出水面。

体系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 利用不同市场板块

此次科创板实施方案的最终获批对国内资本

的设置， 实际上有利于满足资本市场金融服务的

随着科创板实施方案的获批， 实际上意味着

国政府一直把控着对雷诺的最大控股权

市场来说是一件颇具标志性的大事， 对资本市场

不同需求，更有利于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好体

地位一样， 日本政府其实也持有大量日

的影响意义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出资本市场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图虫创意 图

立着的是两国政府的高大身影。 就像法

“

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进程将会步入新的发展阶
段。 与此同时，这也是均衡上交所与深交所 IPO 资

产的股份， 如果合并以后让自己的企业

源分配的重要转折点， 有效缓解了以往上交所与

完全受到他国的主宰与钳制， 恐怕日本
政府不会轻易接受。 日产还掌控着三菱
汽车 34%的股权，并且是后者的最大股

首先，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在

除此以外，科创板作为一个试验田区，未来不

在具体的规则

此期间，强调的是稳步试点注册制，建立健全以信

仅仅试点注册制度，还会在交易机制、做市商、涨跌

未正式出炉之前，投

深交所之间 IPO 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局面， 为以后

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 对于国内投

幅限制、退市机制乃至 T+0 交易制度等方面进行探

资者更关注的，是投

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出积极的条件。

资者来说，注册制度也许并不陌生，但不少投资者

索与尝试， 而这些颇具影响力的交易制度改革，对

担忧注册制度改革可能会给资本市场构成不少压

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而且这系列举措是国内

力和冲击。 但是，以科创板作为试验田，并强调稳

资本市场加快接轨海外成熟市场的重要通道。 由此

质地与成长能力以

步试点注册制度， 实际上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一个

可见，与现存的市场板块相比，科创板的制度创新

及未来市场的优胜

喘息过程，待时机成熟、配套完善后再逐步试点推

试点需求更为强烈，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意义非

劣汰效率等问题。 ”

行，而科创板的设立，也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再者， 科创板推出注重的是对资本市场的增
量改革。 实际上，增量改革概念的提出，将会有利

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区， 科创板被赋予了

东， 雷诺-日产联盟在三年前就演绎成

特殊的使命，同时也有着更多的市场投资预期。 不

了雷诺-日产-三菱这一超级汽车联盟。

过，在具体的规则未正式出炉之前，投资者更关注

这就意味着，如果雷诺与日产合并成功，

的，是投资者准入门槛、企业质地与成长能力以及

并受到法国政府的操控， 三菱也将失去

未来市场的优胜劣汰效率等问题。 但是， 总体而

独立性， 一个国家两大汽车巨头落入他

常深远。 但是，换一种角度思考，正因为科创板的制

言， 科创板实施方案的获批是国内资本市场的一

国政府手中，日本政府会甘心？雷诺与日

度试点预期， 反而更容易突出科创板的投资优势，

件大事， 同时也是国内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头等

产的合并案走向， 其实就是法国政府与

对投资者而言，也是具有一定的投资吸引力。

大事，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意义确实深远。

日本政府彼此角力的结果。

资者准入门槛、企业

当然，从纯商业层面看，为了反击合
并，日产手中不是完全没有可打之牌。 一
方面，目前日产正在积极追究戈恩的违规

互联网企业开展金融业务积极拥抱监管才是王道

行为，以牵制来自法国政府不断高涨的合
并论调；另一方面，日产已经今非昔比，竞
争力大大强于雷诺。 数据显示，日产去年
全球销量近 600 万辆，雷诺只有不到 400

财经作家
财经评论家

莫开伟
近日，香港金管局向八家公司发出通知函，知

已经表明腾讯必须主动拥抱监管，合规合法运营。

果是先后经历了校园贷、首付贷、现金贷、P2P 爆

万辆， 而且同期日产收获了近 12 万亿日

无论业态如何花样翻新， 都没有改变金融行

雷等几波浪潮，正是这些事件，互联网金融迎来了

元的纯利，可雷诺的收支业务却连续两年

业经营风险和管理信用的本质，只要是金融行为，

“

强监管。 为此，金融必须拥抱监管、拥抱科技、放弃

为负值。 这就意味着，如果法国政府硬是

幻想、合规经营，良币驱逐劣币，实现良性循环。

在合并事宜上使蛮劲，大不了日产撇开雷

就会涉及经济金融安全和广大公众的财产安全，

严格控制好互联

因此，互联网金融也要和其他金融业态一样，接受

网金融机构自身的行

同时， 互联网企业开展金融业务是 “长尾理

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不能遮遮掩掩，尤其不能搞

为风险， 在监管政策

论”的体现，投资产品小额化、标准化，投资面向大

既成事实倒逼监管部门就范的先斩后奏行为。

的架构下控制住操作

诺另立炉灶， 所以在双方合并进程上，法
国政府也不能不考虑日产的主张。

众，投资者的财务实力、风险认知水平、投资经验

当然， 雷诺与日产的合并也并非完

会其虚拟银行牌照申请已经进入下一轮甄选。 这

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总交易规模超过 12 万

等相对而言均处于较弱水平。 互联网科技属性的

全死路一条。无论是雷诺还是日产，很长

八家公司中包括渣打香港、众安在线、腾讯和蚂蚁

亿，接近 GDP 总量的 20%，互联网金融用户人数

性风险和系统性风

公司通过成立、收购和并购等方式，获得多种金融

时间都在共同主张以“温和”的方式推进

金服等。 虚拟银行与移动支付牌照相比，含金量更

超过 5 亿，位列世界第一。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

险， 为中国在金融科

或类金融牌照，依托其强大的客群、渠道以及技术

资本重组， 也就是法国政府退出或出售

高，虚拟银行引入的是一整套金融业务，除了传统

并未改变金融的风险属性，甚至因其与网络、科技

技领域争取 ‘全球市

能力， 将金融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发挥到极致。 因

其对雷诺的控股， 而日产将雷诺股份提

银行的三大业务“存贷汇”，理财、保险、黄金等互

相伴生的技术、数据、信息安全等风险反而更为突

场领导者’地位。 ”

此，此类在规范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将主动接受

高到 25%或更多，这样的合并事实上就

联网创新业务都可尝试，具有较大的想象空间。

出。 一方面，由于其跨界、混业、跨区域经营特征，

监管， 而这也是当下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的

演变成了没有任何第三方意愿驱动的纯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腾讯却迟迟不

风险扩散更快、波及更广、溢出效应更强；另一方

现实要求。

商业行为。 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恐

愿意将金融业务独立出来， 即便这块业务拥有最

面，接受其服务的多为长尾客户，风险识别能力不

同时应该认识到， 任何互联网企业发展金融

总之， 金融科技的发展要与监管形成良好互

怕只能是雷诺与日产的一厢情愿， 法国

广阔的发展空间。 马化腾曾表示，腾讯的业务概括

高，损失承受能力有限，一旦出现风险，潜在的社

业务想打金融监管擦边球或逃避金融监管都是不

动，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要主动合法合规，拥抱监

政府让出股份的概率非常之低。 退一步

可取的，是危险的，也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为两个半业务，其中半个就是金融业务。 腾讯一直

会危害更严重。 同时，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背后是

管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严格控制好互联网金融

说，即便是法方减持了部分股权，同时让

不肯给金融业务板块一个名份， 无非是为了避免

庞大、复杂、相互关联的信息系统，海量的信息流、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近几年，互联网金融从

机构自身的行为风险， 在监管政策的架构下控制

日产持股上升，法国政府也会在投资、就

被外界过多关注，从而带来更大的监管压力。

复杂的信息结构，客观上给识别风险造成了难度，

最初的野蛮生长、 跑马圈发展到现在的市场趋于

住操作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为中国在金融科技

业、税收、董事会代表以及对重大战略决

去年以来，微信支付已经多次被央行处罚，腾

许多交易活动由于脱离中央银行清算体系加大了

理性、合规备案，说明在一个合规、有序、良性发展

领域争取“全球市场领导者”地位。 这是包括腾讯

策的否决权等方面对日产提出更多苛刻

讯信用宣布在全国开启公测后很快被监管叫停下

交易风险敞口。 因此，像腾讯这种互联网公司开展

的环境下，才能让更多的人安全、便捷地享受到互

等互联网巨头们在内从事金融业务所应该认真对

要求， 而日产又是否能够心甘情愿地接

线，微信支付被断直联，备付金被集中存管等等，

金融业务尤其需要监管跟进。

联网金融的便利。 前几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结

待的和坚守的经营底线，否则都是没有出路的。

受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领命底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