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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准利好中小微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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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更明确，操作性更强。 而且，

初增长 16.85%，较各项贷款整体增速高 12.4%，有

准备金率势必会影响信贷投放的持续增长。 尤其，

也可推动银行机构实现信贷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

贷款余额户数 290.13 万户， 比年初增加 45.22 万

涉农贷款上半年是投放旺季， 此时降准更有利于

相一致， 解决中小银行机构吸收资金困难加大,而

户，阶段性完成了“两增”目标。 然而，如果再要继

涉农中小银行机构信贷投放的扩张， 对今年 “三
农”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信贷资金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营造更加有利于中
小银行机构成长的货币政策环境。

还要看到， 此次央行降准不仅有利于央行建

“

同时， 此次央行降准有利于壮大涉农中小银

|3

立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

皮海洲

现金分红创新高
背后隐忧待正视

近日，央行决定从 2019 年 5 月 15 日开始，对聚

行机构资金实力，破解中小微企业及“三农”融资

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

难题，更加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上半年

中小型银行是

金融机构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的矛盾， 使中小银行

截止到 4 月 30 日， 上市公司 2018

准备金率，从 11%降至 8%。 据统计，全国约有 1000 家

信贷投放需要量大，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三农”

民营小微经济的主

机构实施普惠金融有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 降低

年年报披露完毕。 沪深股市 3619 家上

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

融资处于相对困难状态，央行此次降准无异于“雪

要资金来源，对其降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2019 年，我国货币政策要

市公司如期披露了 2018 年年报。 其中

2800 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中送炭”，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中小银行金融机构

保持较为科学合理的结构性，既不能大水漫灌，也

共有 2591 家上市公司推出了现金分红

准可以更加有效实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且更能化解中小

不能过于紧缩。 主要特点是要疏通货币传导机制，

计划， 拟现金分红金额高达 1.17 万亿

行机构往往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投入缺乏足够的兴

现货币政策的结构

加大对迫切需要流动性实体经济的支持， 特别是

元，再度创出历史新高。

趣和信心， 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都是靠中小银行

性目标。 ”

民营小微经济的支持。 这次通过对中小银行的定

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

机构信贷支持， 尤其是涉农中小银行机构更是支

向降准，再次反映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用意。 中小

一种方式。 2018 年上市公司拟现金分红

持“三农”发展的主力军。

型银行是民营小微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 对其降

金额创出新高， 这是管理层积极引导上

准可以更加有效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目标。 而

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政策所取得的积极

从此次央行降准的政策指向上看，主要有利于

的资金紧张问题。 而且，目前现实情况是，大型银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推进定向调节。 且最为重要的
是有利于建立“有所区别”、避免“一刀切”的层次分
明的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体系，极大增强我国银行
存款准备金的弹性，促使我国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
形成更加清晰、简明的“三档两优”基本框架，既可

据央行数据，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

续扩大对中小微实体经济及“三农”贷款规模，不

兼顾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小

支持政策的落实， 小微企业融资状况已有明显改

少县域中小银行机构存在较大困难， 因为在吸收

且，此次定向降准等于给了市场一个信号，优惠准

成果。 毕竟近年来， 管理层加强了对上

微企业，有利于优化结构，也可更加简化政策体系，

善：截至一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

存款上，中小银行机构处于劣势，如果不降低存款

备金率的框架已经上路，未来还会持续推进。

市公司高送转的监管， 让更多的上市公
司选择现金分红的方式来回报投资者。
不过， 在肯定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创
新高的同时，不论是投资者还是管理者，
都应该对现金分红创新高背后潜在的隐

伯克希尔复合年增长率达 18.7%
巴菲特是如何做到的？

忧予以足够的正视， 让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能够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可以持续分
红，长期回报投资者。
首先， 尽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创出
了历史新高，但 2018 年上市公司的利润
在下降。 根据有关统计，沪深股市 3619

财经评论员
专栏作家

郭施亮

总市值超过 5000 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家上市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合计

司，仍然可以保持较为稳定的复合年增长率，确实

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实现归属于

并不简单。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33877 亿元，同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得益

比却下降 1.5%。 而这其中的问题出在深

于以巴菲特为代表的核心管理团队的投资智慧以

市。 沪市 2018 年共实现净利润 2.80 万

及资产配置的能力。

亿元，同比增长 4%；而深市上市公司实

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每一年都会聚集

其中，从投资策略分析，巴菲特比较偏爱现金

大量巴菲特的追随者，这也是全球投资者的盛宴。

流充沛及消费型的企业， 例如我们熟悉的可口可

巴菲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在中国，也有

乐公司以及近年来受到巴菲特偏爱的苹果公司。

板和创业板分别下降 4.37%、31.74%和

大量的追随者。 巴菲特的长期搭档芒格，同样也是

从本质上来看， 这类公司符合了现金流充沛及消

65.61%。

一位备受尊敬的老智者，虽然年逾九旬，但思维依

费型企业的特征，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抗周期、抗

旧清晰、敏捷。

风险优势。

两位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是伯克希尔·哈撒

纵观全球股票市场， 巴菲特这一投资理念是

韦的灵魂人物， 同时也是全球投资界内认可度最

具有参考性的。 其中，现金流对企业的影响意义，

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5834.83
图虫创意 图

“

投资者需要有

亿元，同比下降 22.88%，其中主板、中小

境下，投资者容易受不断膨胀的投资利润影响，从

深市公司业绩下降主要是受资产减

而忽视风险控制。 殊不知，风险控制是首要原则，

值损失的影响。 2018 年深市公司资产减

保住本金却是投资者最容易忽略的因素。

值 损 失 3592.86 亿 元 ， 同 比 上 升

此外，巴菲特更注重追求长期投资的复合

72.26%，对深市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增长率。 纵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回报率，

为 38.11%。 其中，商誉减值 1278 亿元，

高的投资大师，其多年来的投资战绩，至今无人超

无疑颇显关键。 与其余主要的财务指标相比，企业

足够的耐心，并坚持

越。

可否拥有持续活跃的现金流， 往往影响到企业后

采取分红再投资的

多年来基本上保持较为稳健的。 实际上，虽然

同比上升近 4 倍； 坏账损失 977.08 亿

续发展与扩张的空间， 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

策略，这样才能够实

表面上复合年增长率看似不算太高，但把 时间

元， 同比上升 58.22%； 存货跌价损失

与偿债能力。

现利润的最大化，从

周期无限放大， 其投资复利的效果却非常显

546.86 亿元，同比上升 93.24%。 少数因

著。

资产减值而导致巨额亏损的公司， 对整

五十多年前伯克希尔·哈撒韦只是一家普通
的纺织企业，但数十年之后，却成为了世界 500 强
榜单中排名前十的企业。 与此同时，在 1965 年至

一般而言，对于现金流充沛的上市公司，尤其

2018 年期间，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复合年增

是消费型上市公司， 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抗风险与

长率为 18.7%， 而同期标普 500 指数的复合年增

抗周期能力，而且在经济环境向好的背景下，更容

长率仅有 9.7%。

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反映到上市公司股票

需要注意的是， 与普通投资者以及普通机构
投资者不同的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需要管理的资金规模非常庞大， 这显然不是
普通的资金规模级别。 在实际情况下，当管理资金
规模越大的时候，其管理的难度也会成倍增加。 而

真正意义上体会到
投资复利的效果。 ”

价格上， 会呈现出牛长熊短、 长期向上的运行趋
势。
再者，保住本金、把风险摆放到第一位置，也
是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巴菲特非常重视风险的控制。 伯克

在实际情况下，如果投资者注重长期投资，且

体业绩影响较大。

不断采取分红再投资的策略， 其投资复利效果是

众所周知， 现金分红是建立在上市

非常显著的。 这一投资理念，也适用于国内证券市

公司利润基础上的。上市公司利润下降，

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长期投资的是优质

这就动摇了现金分红的基础。 因此，上

希尔·哈撒韦多年来一直保持一定的现金及现金

上市公司； 另一方面则是投资者需要有足够的耐

市公司利润下降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等价物，对现金流非常重视，这也是企业提升抗风

心，并坚持采取分红再投资的策略，这样才能够实

尤其是商誉减值等问题引发的上市公司

险能力的关键所在。

现利润的最大化， 从真正意义上体会到投资复利

利润下降，这其中人为的因素很大，有必

的效果。

要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在证券市场投资过程中， 尤其是在牛市大环

其次，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创新高的
最大受益者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根据
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的

97.76%的 A 股上市公司获政府补助有何利弊

股权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
些大股东等重要股东手上。 一些热衷于
现金分红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大股东持
股比例较大的公司。 这些公司大股东的

年开始，A 股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和数

公司缓解财务紧张的压力。 此外，从本次报告披露的

说，若是扣除政府补助，长安汽车公司的不仅没有

持股通常都在 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

中国财政科学研

量占比就已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且早在

政府补助内容来看，专项扶持、技术改造、项目开发

盈利，其亏损甚至还达到了惊人的 21.92 亿元，要

了 70%、80%。 这些公司分红，大股东是

究院应用经济学

2013 年，获得政府补助的 A 股上市公司占比就超

补助等均在其中， 这些政府补助显然对上市公司的

知道，这并不是长安汽车第一年获得政府补助，而

最大的受益者，中小投资者不过只是从

过了 94%，用雨露均沾来形容政府补助和 A 股上

创新研究发展起到了正面的鼓励作用。

是持续多年获得补助且补助金额越来越高， 只是

中分一杯羹而已。

博士后

盘和林

市公司的关系也毫不为过。
那么，如此大量、大面积的政府补助对于 A 股

长安汽车不仅未能完成扣除补助后扭亏为盈，更

“

有利润缺口越来越大的趋势。

正是基于大股东是现金分红的最大
受益者，因此，有的上市公司就通过现金

事实上，长安汽车并不是个例，这样通过政府补

分红的方式来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这

助扭亏为盈的例子在 A 股上市公司中并不少见。 同

类公司将上市公司当年的利润全部分光，

样，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补助的形式帮助当地上市公司

有的公司甚至还把家底拿出来分掉。 少数

达成各项指标以完成“保壳”的目标也是司空见惯。

公司这种分光花光的做法，显然超越了正

近日， 数据宝与中国上市公司研究院联合发

上市公司而言究竟是好是坏呢？ 长久以来，政府和

布了 2018 年国内 A 股“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榜”，根

市场之间的关系都是各国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

据榜单所披露的数据，2018 年国内 A 股上市公司

世界上无数的成功经验证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政府补助金额合计 1527.38 亿元，相比 2017 年增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由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加逾 200 亿元，其中，共有 3487 家 A 股上市公司

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几乎是不存在的， 帕累托

规，加强对政府补助

这样的做法显然有违政府干预市场的初衷，毕

在 2018 年获得了政府补助，占全体 A 股上市公司

最优的理想资源配置情况也就无法达到， 如果仅

的审批和监管，从源

竟相对于市场， 政府应该只是起到辅助调节资源配

其三，红利税征收不合理，让上市公

数量的 97.76%。 不论从补助金额还是覆盖面积

仅依靠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 总会有各种市场失

置的作用， 是作为市场调节的补充， 就政府补助来

司分红越多，投资者损失越大。目前红利

上，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规模都

灵的情况出现，在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

说，其存在的本质是帮助上市公司完成“造血”，而不

税对个人投资者实行差额征收。 持股时

创下了历史新高。

的手”出手来进行干预，以此使资源配置达到经济

行管控，提高资源配

是持续的“输血”，如果将政府补助当成上市公司生

间超过 12 个月的不征收红利税，持股时

运行所需要的最佳状态。

置效率。 ”

存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和依靠，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间不足 1 个月的征收 20%红利税，持股

长此以往，也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

时间超过 1 个月但不满 12 个月的征收

而在这些接受补助的共 3478 家上市公司中，
接受补助超过 10 亿元的上市公司达到了 14 家，这

政府补助正是政府用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之

样的补助金额甚至超过了部分上市公司 2018 年的

一。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体系

净利润总额，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有 125 家上市公

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并不是所有资质

司的净利润在扣除政府补助金额后由盈转亏，且有
19 家公司在扣除政府补助后亏损超过亿元。

有关部门应当

头上对政府补助进

常分红的范畴，危及到上市公司的发展。

总之，政府补助对于 A 股上市公司而言，利弊

10%。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上市公司分

不过， 政府补助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上也并非

各半， 最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政府如

红越多，个人投资者纳税就越多，损失也

优良的上市公司仅凭现有市场就能确保得到相匹配

总能起到积极作用， 有时也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

何合理运用补助资金。 针对此，有关部门也应当完

就越大。 因此，在管理层倡导现金分红，

的资源进行发展， 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融资

况。 以长安汽车为例，在 2018 年，作为当地的龙头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对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

且 2018 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再创历史

实际上， 如此高额的政府补助对于上市公司

难、融资贵一直以来都是阻碍其发展的难题。 而正是

企业，该公司获得政府补助金额高达 28.73 亿元，

管，从源头上对政府补助进行管控，提高资源配置

新高的背景下， 取消红利税的征收应尽

早已经是见怪不怪，根据这份报告，至少从 2013

由于政府补助的存在，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上市

而全年长安汽车实现盈利仅 6.81 亿元， 也就是

效率，让其更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早提到日程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