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交通银行荣获外汇交易中心公

布 2018 年度标准化人民币外汇产品 10

强、银行间外币对交易量 20 强、银行间外

币货币市场 20 强、银行间外汇市场百强。

交通银行作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主要做

市商之一，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银

行间外汇市场的改革创新，坚持履行做市

商职责和义务，已拥有包括人民币外汇即

期、远掉期、期权以及外币对即远掉在内

的“外汇全牌照”做市商资质。

交通银行荣获外汇交易
中心公布的多个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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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燕平

上市公司2018年度年报披露已拉开帷幕，一些上市公司的分红方案让投资者眼前一亮。

据同花顺 iFinD 统计，截至上周五，共有 104 家上市公司公布了 2018 年度分红方案。每

股现金分红最高的是方大特钢、兰州民百和永兴特钢，分别达到 1.7 元、1.6 元和 1 元，即使按

上周五的收盘价计算，如果股价不变，年化收益率也达到11.86%、17.76%和6.42%，远远超

过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如果在本轮行情中股价继续上涨，收益就更为可观。

方大特钢每股分红1.7元，兰州民百每股分红1.6元

最慷慨分红，年化收益率高达18%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每股股利（税前，元） 收盘价（元） 分红比例（%）

600507.SH 方大特钢 1.70 14.33 84.21

600738.SH 兰州民百 1.60 9.01 79.09

002756.SZ 永兴特钢 1.00 15.57 --

000708.SZ 大冶特钢 0.80 11.38 70.47

600887.SH 伊利股份 0.70 27.81 66.07

002117.SZ 东港股份 0.70 16.95 --

300751.SZ 迈为股份 0.70 166.81 21.30

002728.SZ 特一药业 0.65 15.79 83.95

300547.SZ 川环科技 0.55 24.95 --

600681.SH 百川能源 0.50 14.31 92.24

603179.SH 新泉股份 0.50 17.43 40.37

002315.SZ 焦点科技 0.50 14.90 208.68

002327.SZ 富安娜 0.50 8.34 --

002536.SZ 西泵股份 0.50 11.44 --

002757.SZ 南兴装备 0.50 31.47 --

002795.SZ 永和智控 0.50 16.15 122.95

300146.SZ 汤臣倍健 0.50 21.18 73.28

300617.SZ 安靠智电 0.50 24.10 64.96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已公布的2018年度上市公司分红方案（每股0.5元以上）

上市公司不吝现金分红
钢铁行业今年最给力

iFinD统计显示，在公布分红方案的104

家公司中，每股分红达到 0.2 元或以上的有

51 家，占比接近一半。其中 18 家公司每股

分红达到0.5元或以上，有4家公司更是每股

分红达到甚至超过0.8元。

在4家每股分红超过0.8元的公司中，钢

铁行业上市公司就占了 3 家，分别是方大特

钢、永兴特钢和大冶特钢，每股分红分别为

1.7 元、1 元和 0.8 元。近几年，钢铁行业去产

能成效显著，相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增

强。

以方大特钢为例，2016 年、2017 年公司

净利成倍增长，2018 年度净利达到 29.27 亿

元，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15.26%。这几

年，公司的分红也格外慷慨，2016年度、2017

年度每股分红分别为0.252元和1.6元。2018

年度在盈利增长的情况下，分红也同步增长，

按每股分红 1.7 元计算，此次分红共计 24.65

亿元，占了去年全年净利的84.22%。

永兴特钢 2016 年度、2017 年度净利同

比均稳定增长；去年前三季度净利 3.3 亿元，

同比增长 26.81%，公司预计去年全年净利

3.87 亿 元 至 4.9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 至

40%。此次分红共计 3.6 亿元，如果按去年

净利 3.87 亿元的下限计算，分红额占了全年

净利的93.02%。

同样，大冶特钢 2016 年至 2018 年净利

均出现增长，2018年度净利5.1亿元，同比增

长29.19%。此次分红共计3.59亿元，占去年

净利的70.39%。

主营商品零售、批发业务的兰州民百，去

年净利达到 15.84 亿，同比增长 10 倍。此次

分红共计12.53亿元，占去年净利的79.09%。

这 4 家分红最高的公司中，有两家存在

着浙商的基因。一家是湖州上市公司永兴特

钢，另一家是兰州民百，其实际控制人是红楼

集团的朱宝良。

实际上，如果以分红方案公布日的前一

个交易收盘价计算，持有相关个股的分红收

益率更高，方大特钢、兰州民百、永兴特钢、大

冶特钢的分红年化收益率分别高达13.64%、

22.38%、7.59%和7.24%。

历史最高每股分红
贵州茅台每股11元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

础性制度，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一种基

本方式，也是尊重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

体现。随着证监会将上市公司再融资与现金

分红挂钩，近几年上市公司分红呈逐年递增

的态势。

以 2017 年度为例，共有 2751 家上市公

司进行了现金分红，占上市公司总数的近八

成。沪深两市相加，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

超过万亿元。

从 2018 年度已公布分红方案的上市公

司情况看，许多公司的分红比例都比较高。

方大特钢、兰州民百、永兴特钢、大冶特钢的

分红比例都超过 70%；伊利股份的分红比例

为 66.07%，分红总额超过 42 亿元；焦点科技

去年净利只有 5630 万元，分红总额却达到

1.17亿元，分红比例达208.68%，把以前的未

分配利润用作去年的分红。

A股历史上，万科A堪称分红“长跑王”，

自 1991 年登陆 A 股市场以来，到 2017 年度

连续 20多年持续分红。佛山照明自 1993年

上市以来也是每年连续分红，而且分红总额

是融资总额（包括 IPO 融资）的四五倍，佛山

照明也因此被冠以“现金奶牛”的美誉。

历史上每股分红最高的是贵州茅台，

2017 年度每股分红达 11 元，总计分红 138.6

亿元，占当年盈利的 50%以上。不过由于当

时贵州茅台股价已高达700多元，以公告日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年化收益率仅1.54%。

A 股上市公司过去并不重视分红，而从

A股投资策略来看，高分红也不等于高回报，

因为高分红不一定能带动股价上涨。特别是

在最近一段时间股市大涨中，分红收益远远

抵不过股价涨幅的收益。但对估值较低的公

司来说，能有一份较高的分红收益，就有了一

定的收益保障；如果再加上股价的上涨，收益

就会更加可观。同样，在股市调整的时候，低

估值、高分红的公司相对会更抗跌些。

昨天，阿里巴巴钉钉在杭州举办“未来校

园”教育发展峰会，钉钉发布针对教育领域的

解决方案“未来校园”。

据了解，钉钉“未来校园”提供了一套教育

的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

未来校园涵盖刷卡、人脸识别门禁、访客管

理、学生入离校、幼儿接送、上下校车等场景，通

过指纹、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校园各场所

的安全管理，保障校园的安全环境。

还有针对办公教学充分应用校园智慧网络、

云打印、人脸识别考勤等产品，以及针对家校共

育的智能体检、运动健康、行为轨迹、电子班牌、

校园电话、校园支付等方案。

举例来说，比如用上“未来校园后”，老师们

只要在钉钉端换课即可，换好之后班主任也全

部看得到；学校的活动，班主任还能在钉钉上直

播给家长看；孩子在学校的成绩，还能生成报

表，家长一键就能看到，就连食堂大爷都能一

键接收通知了。

钉钉CEO陈航表示，钉钉作为一家技术

驱动的公司，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解决

信息化和教育技术资源的不平等问题，让互

联网的技术也能够普惠到教育行业，打造真

正理想中的“未来校园”。 本报记者 朱银玲

“未来校园”来了，家长接送都要通过人脸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