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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花相似，又到炒作送转时
High stock dividend attract all attention of market

　　3-4 月迎来年报披露季，高送转是每年都会炒作的主题，由此也会带来 A 股市场特色的高送转行情。从
近几年的表现来看均能获得不错的超额收益。根据业绩预告，中小创盈利依旧维持较高增速，高增速有望支
撑更多企业进行高送转，目前正是布局高送转的时间窗口期。

　　按照上交所《第九十五号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中的定义，高送转是指公司送红股或以盈余
公积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合计比例达到每 10 股送转 5 股以上。虽然送红股或者以盈余公积金、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份并不会给投资者带来现金回报，也不会给企业盈利带来明显影响，但投资者通常认为“高送转”
向市场传递了未来乐观前景的信号。按照 Baker 的流动性理论，股票拆分、股票股利的发放可以降低股价、
提高股票的流动性，增强股票在交易中的活跃性，由此助推了高送转行情的爆发。而上市公司为了迎合投资
者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实施高送转。

送转企业数量、送转比例均值、高送转企业比率持续提高



我们在以往报告《山雨欲来时布局高送转 -20130222》《困局到
变局，布局高送转 -20160217》《中报季来临，布局高送转 -20160721》
中曾经分析，高送转企业的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业绩特征（净利润增
速）、净资产特征（每股资本公积、每股未分配利润）、市场特征（总
股本、股价）、板块行业特征（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募集资金特
征（是否参与定增、是否次新股）等。

业绩特征：高送转企业拥有更高的净利润增速。从净利润角度来
看，从 2011 年中报至今，高送转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的中位数明显
高于全部 A 股净利润增速的中位数。2011-2015 年高送转企业净利润
增速中位数处于 13.3% 至 43.6% 之间，平均为 26.3%，而全部 A 股
的中位数为 -1.8% 至 19.7% 之间，高送转企业净利润增速中位数大
于全部 A 股 8.6 至 35.4 个百分点，平均 17.8 个百分点。

净资产特征：更大的每股资本公积和每股未分配利润更可能高送
转。转增股本主要是将企业资本公积转入股本账户，送股实质上是将
企业的留存收益转入股本账户，其中主要是将留存收益中的未分配利
润部分送股，所以每股资本公积和每股未分配利润更大，企业高送转
的可能性更高。从 2011 年年报至今的样本统计来看，股票高送转率（该
区间高送转股票数 / 该区间总股票数）随着每股资本公积的增大而增
加，平均每股 5 元以上资本公积的高送转率高达 44.2%；同样，股票
高送转率随着每股未分配利润的增大而增加，每股 1 元以下的高送转
率较低，大于每股 1 元后就存在可观的高送转率，大于每股 1 元未分
配利润的平均高送转率为 53.1%。

一、高送转企业的典型特征

高送转企业净利润明显大于全体 A 股 不同每股资本公积区间的股票高送转率



市场特征：股本越小、股价越高，高送转概率越大。由于总股本
较小的企业在选择送转比例和送转方式上相比大蓝筹企业更加灵活，
因而送转比例更高。统计 2011 年年报至今，股票高送转率（该区间
高送转股票数 / 该区间总股票数）随着总股本的增大而减少，5 年平
均来看 0-1 亿股以下的高送转概率高达 40.2%，1-2 亿股高送转率为
27.6%，2-3 亿股为 19.2%。此外，股价方面，按照 Baker 的流动性
理论和迎合理论，高送转后可以降低股价，增加流动性，那么上市公
司股价越高越容易高送转。一般上市公司利润分配预告方案随着年报
一同公告，所以我们考察高送转企业的股价分布时选择每个公司预告
方案日前一个月内的成交均价进行统计。统计 2011 年年报至 2015
年年报的数据发现，股票高送转率（该区间高送转股票数 / 该区间总
股票数）随着股价的增大而增大，5 年平均来看，股价 30-40 元的高
送转率为 43.6%，40-50 元为 50.0%，50 元以上为 58%。

募集资金特征：定增和次新股高送转潜力更大。企业在定增之
后，有较高盈余资本金，高送转能力较强，倾向于高送转以刺激股价，
回报参与定增的投资者。2008 年以来，定增企业中平均有 30% 以上
会推出高送转。除了定增以外，次新股也有较高的送转比例。由于新
上市企业在发行新股时都得到了较高的股票溢价收入，因此尽管次新
股可分配的利润可能不多，但由于有较高的资本公积。因此次新股的
高送转比例更高。从 2007 年以来，新上市企业的高送转比例基本在
30% 以上。

板块行业特征：中小创、TMT 行业的股票高送转率更高。不同
板块或行业的股票高送转率（该分类高送转股票数 / 该分类总股票
数）不同，我们统计了 2011 年年报至今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小板和
创业板的高送转率明显高于主板，5 年平均来看，中小板高送转率为
21.9%，创业板为 37.8%。行业分布方面，以 TMT 为代表的成长股
高送转率更高，近 5 年平均来看，计算机行业高送转率为 34.2%，传
媒为 23.4%，电子为 21.8% 等。

总股本不同区间的股票高送转率

定增企业中高送转比例

不同板块的股票高送转率

实施高送转后，市场对于该类股票保持持续关注，部分个股由于
业绩持续成长性或后续资本的持续运作而有望走出填权行情，我们认
为后续行情仍然走好的逻辑如下：

1. 高送转表明了公司的成长性
公司通过高送转表明对业绩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公司正处于快

速成长期，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市场形象；参与高送转的股票多数为新
兴产业，具备高成长性，短期出现亏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能够吸引
资金关注。

2. 流通盘相对较小，资本扩张潜力大
前文中市值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出，实施高送转个股多数出现在中

小创，大多数市值在 200 亿以下，推动股票上涨所需的资金量较小；
股价偏高、股票流动性较差的公司，也可以通过“高送转”降低表面
股价，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公司实施高送转后，企业股本迅速扩
张，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外延并购操作。

3. 高送转炒作每年都会出现
每年中报和年报期都会有一大批公司公布高送转预案，尤其是近

年来实现高送转公司数量不断增长，因此可炒作股票数量较多。配合
题材热点，高送转填权炒作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这为本文的选股研究
提供了较大的股票池子。从本质上，高送转不会对上市公司实际价值
产生影响，从表面上看，股价便宜了，有一种比较高贵的物品突然打
折的心里错觉，契合国人喜欢低价的人性，激发“买买买”的冲动。

二、高送转炒作逻辑：成长性受市场持续关注



从两条思路来掘金中报的高送转行情。一、通过一些指标筛选可
能的高送转公司，提前布局。根据前文的分析，主要的指标有净利润
增速、每股资本公积、每股未分配利润、总股本、股价、上市板块、
所属行业、是否参与定增、是否次新股等。二、跟踪已经预披露中报
拟高送转的公司，掘金股东大会公告至实施公告间的超额收益行情。

思路一：提前布局。我们综合考虑如下筛选标准，筛选了 13 家
有望高送转的个股组合，如金轮股份、仙坛股份、微光股份、东方通、
科隆精化、正业科技、博世科、金雷风电、苏州设计、苏奥传感、朗
科智能、川环科技、柳州医药。具体指标为：（1）2016 年全年预告
或实际（如有）净利润增速均大于 20%；（2）较大的每股资本公积
和每股未分配利润。2016 年三季度每股资本公积大于 4 元，每股未
分配利润大于 1 元；（3）总股本小于 2 亿股，最新收盘价大于 40 元；
（4）中小板、创业板优先；（5）次新股及近期有增发的优先。

思路二：精选已经预披露的公司。目前已经披露高送转预案的公
司有易事特、南威软件、恩华药业、圣阳股份、万润股份、国盛金控、
亿纬锂能、粤泰股份、节能风电、奇精机械、蓝晓科技、星源材质、
友阿股份、飞凯材料、新力金融、精华制药、云意电气、安信信托、
北特科技、隆鑫通用、美克家居、山东华鹏，可以从中精选个股，获
取公布日至实施日之前的超额收益。

下面主要从三个类型共计挑选了 11 个因子进行测试，主要包括
估值类因子、财务类因子和市场类因子。

三、布局高送转两大思路

四、选股因子的选择

4. 资金流动较大，高波动吸引投资者
由于前期的预案炒作和报告期炒作，有不少资金进行高送转个

股，导致除权后，高送转个股表现仍热活跃，一旦与热点题材关联起
来，波动较大，短期收益相对丰厚，比较容易吸引投资者关注。

1. 因子指标：市场上选股因子比较多

①　估值类因子
流通市值：在某特定时间内当时可交易的流通股股数乘以当时股

价得出的流通股票总价值，高送转个股本身市值偏小，相对市值越小，
越容易受市场资金追捧。

市盈率：市盈率是某种股票每股市价与每股盈利的比率，理论上
市盈率低的股票适合投资，市盈率低的购买成本就低，但市盈率高的
股票有可能反映了该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

市现率：股票价格与每股现金流量的比率，可用于评价股票的价
格水平和风险水平。市现率越小，表明上市公司的每股现金增加额越
多，经营压力越小。

②　财务类因子
净利润增长率：代表企业当期净利润比上期净利润的增长幅度，

代表公司的盈利能力，增速越高，业绩越稳定，但增速越高，高送转
类股票在除权前被炒高的可能性越大，除权后大幅回调的可能性更大。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反映股东权益
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指标值越高，说明
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该指标体现了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企业在一定时期业务收入净额同平均资产总额的
比率，反映了企业整体资产的营运能力。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
在短期敬请阅读末页信息披露及免责声明债务到期以前，可以变为现
金用于偿还负债的能力。一般说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变现
能力越强，短期偿债能力亦越强。

③　市场类因子
机构持股：分析机构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一般来说，比例越高，

说明个股被市场所看好。
流通股：分析流通股大股东占流通股本比例，该因子比例越高，

说明筹码相对集中，上涨可能性越大。
20 日换手率：代表个股热度，短期内换手率越小，个股爆发可

能性越大。
20 日涨跌幅：传统的动量反转因子，高送转个股波动相对较大，

因而相对反转因子会比较显著，前期跌幅较大的个股后续大幅反弹的
可能性更大。



为了测算因子的分组表现，更加贴近实际操作，本文采取了定期调仓的方式。由于因子
中有市场类因子，因此调仓周期选为周度调仓，分为 5 组进行调仓，考虑了交易成本、市场
停牌或涨跌停等因子，建立回测组合，研究因子的单调性。研究因子表现时，主要考察因子
的单调性表现，通过因子数值排序将符合条件的股票划分为 5 组，定期进行调仓，研究多组
组合的历史净值表现和超额收益表现，另外还分析了多空组合的累计收益表现，以此判断因
子是否存在单调性。

流通市值：单调性非常明显，流通市值越小，组合表现越优异。
市盈率：单调性不明显，低 PE 表现不佳，高 PE 组合相对更好。
市现率：单调性一般，2014 年之前表现较好，市现率越低，组合表现越优异。
净利润增长率：单调性不明显，净利润增长率越高，组合超额收益表现越好。
净资产收益率：单调性一般，因子区分并不明显，高 ROE 组合超额收益更低。
总资产周转率：单调性不明显，周转率位于中游的组合超额收益更佳。

2. 因子表现：动量市值单调性明显

综上所述，因子选股中，流通市值因子
和 20 日涨跌幅因子表现较好，因子具有较
为明显的单调性，因子数值越小，组合表现
越优异；20 日换手率因子具有单调性，净资
产收益率和流通股因子具有一定的单调性，
单调性并不明显，其他因子无明显单调性。

2017 年 1 季度，在市场反复盘整市场
人气恢复的过程中，高送转题材依然将受到
各路资金的热切关注。近几年送转事件的增
多，主要与 2010 年后的 IPO 扩容有关以及
定增市场火热有关。基于近两年新股发行和
定增市场的情况，2016 年实施“高送转”
的上市数量或将在 400 家以上，依然是个值
得挖掘的金矿。

3. 因子总结

20 日涨跌幅因子选股历史收益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