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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转第一枪已打响

高送转潜力股最新名单出炉
A 股年报高送转打响，新诺威一字涨
停。
上市刚满一年的创业板公司新诺威，
打响 A 股高送转第一枪。3 月 22 日晚间，
新诺威交出了上市后的首份年度业绩“成
绩单”，去年公司实现盈利 2.73 亿元，同比
增长 22.05%。与此同时，
新诺威公布利润
分配方案，拟每 10 股税前派 1.4 元并转增
11 股 ，这 是 两 市 首 份 转 增 超 过 10 股 的
2019 年年报送转方案。
不过，随后交易所“闪电”向公司下发
关注函。深交所要求新诺威结合所处行
业情况、公司发展现状及规划、未来发展
战略等详细说明此次高比例转增股本的
主要考虑及其合理性、必要性，送转比例
是否与公司业绩增长幅度相匹配。截至
目前，
新诺威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受高送转方案刺激，新诺威周一早盘
一字涨停，收盘时封单 2.33 万手，约合资
金 0.95 亿元。在新诺威的带动下，部分预
送转的概念股如奥飞数据、仙乐健康、同
和药业、卫光生物等也逆市上涨。
目前 A 股市场上已有超 30 家公司公
布送转方案。早在去年 12 月份，美联新
材发布沪深两市首份 2019 年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拟每 10 股派现 0.75 元(含税)，送
红股 3 股(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当时深交所也
火速下发了关注函，但在送转方案公布
后，资金追捧热点不减，美联新材接连收
获 5 个涨停板。
送转比例较高的还有拉卡拉、泰和科
技、益生股份、吉宏股份、牧原股份等。拉
卡拉每 10 股送转比例仅在新诺威之后。
去年 12 月 27 日午间，拉卡拉公布利润分
配预案，
公司拟每 10 股派 20 元(含税)并转
增 10 股，消息公布后，午后开盘股价瞬间
涨停，次日拉卡拉股价再度涨停，短短四
个交易日该股累计涨幅超过 30%。整体
来看，发布送转方案的公司短期内股价刺
激较为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不具备业
绩支撑的公司最终股价回到原点。

自高送转新规发布以来，A 股实施高
送转方案的公司日渐减少。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监管趋严后，对于高送转公司在
业绩、大股东减持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规
范，部分业绩表现优异的“真成长”公司有
望在“高送转”
行情中脱颖而出。
根据以往公布高送转个股的特征，不
难发现高送转股票普遍有较高的资金公
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当期业绩保持高增
长、股本较小以及上市时间较短等特征。
根据以下四大条件，筛选出高送转潜力股
名单：
1、2017 年、2018 年净利润为正值且
连续增长，近两年每股收益均大于等于 1
元；
2、尚未公布 2019 年年报，2019 年快
报或预告净利润下限同比增长 10%以上；
3、最新报告期每股未分配利润和每
股资本公积金均超过 1 元；
4、A 股股本在 10 亿股以下。
经 数 据 宝 统 计 发 现 ，共 有 31 股 入
围。在这 31 股中，每股资本公积金最高
的是迈为股份，公司目前尚未披露年报，
三季度末公司每股资本公积金为 13.67
元。长春高新、西麦食品每股资本公积金
也在 10 元以上。每股未分配利润最高的
是长春高新，该股三季度末每股未分配利
润为 22.55 元。欧派家居、立华股份每股
未分配利润均超过 10 元。
从市值规模来看，西麦食品、智莱科
技、威尔药业、迈为股份、振德医疗等 5 股
A 股市值在 100 亿元以下且上市时间不满
两年。从业绩数据来看，5 股预计净利润
增幅超过 50%，分别是江山欧派、圣邦股
份、三棵树、长春高新、立华股份。
江山欧派净利润预计增幅最高，受益
于国家住宅精装修政策的影响，工程渠道
销售规模不断提升，同时公司全部募投项
目以及在河南兰考的生产基地已经投产，
产能逐步释放，公司预计去年净利润为
2.64 亿元，
同比增长 72.98%。
（数据宝）

新基建政策利好不断 通信股获机构扎堆推荐
消息面上，近期关于网络建设的政
策利好不断，各部委、地区加大关于 5G
新基建政策的扶持力度。
3 月 20 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推动
基础电信企业建设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的
高质量外网，打造 20 个企业工业互联网
外网优秀服务案例。鼓励工业企业升级
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打造 10 个标杆网
络，推动 100 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1000
个地方骨干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内网改
造升级。
3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
欧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快推进国
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
3 月 22 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第三十八
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5G 网络建设、网
络信息扶贫等社会关切问题时表示，今
年全省 5G 网络计划投资 55.5 亿元，新建
5G 基站 16960 个，确保年底前实现县城
以上城区 5G 全覆盖。加快推进中国联
通中原数据基地二期、中国移动(河南)数

据中心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提升
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支撑能力。
今年以来，已有多个省市发布了 5G
建设的方案，比如广东省力争全年建设 6
万座 5G 基站。据多个新闻媒体报道，三
大运营商的公布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底，
计划将累计开通超过 55 万个 5G 基站，再
加上广电，国内四家运营商的 5G 基站建
设规模将达到 60 万个。
通信行业未来 3 年行业景气持续向
上，5G 迎来大规模建设期，5G 产业链公
司众多，网络建设提速，通信设备股将优
先受益。从产业链角度看，目前 5G 产业
链主要是由上游基站建设升级、中游承
载网络建设、下游终端产品应用场景构
成，初期最先受益的是上游通信设备企
业，但随着网络建设的进一步展开和应
用的深入，
中下游企业将相继获益。
数据宝统计显示，通信设备板块市
值共有 1.2 万亿元，机构关注的个股有 39
只，中兴通讯获机构推荐次数最多，该股
是 5G 设备商龙头，据中兴通讯官网消
息，公司 5G 战略全球专利布局超过 5000
件，位列第一阵营，是全球 5G 技术研究
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向

全球标准组织提交 7000+ 5GNR/5GC
提案。不过受近期市场传闻影响，最新
股价自历史最高点回撤幅度逾 20%。机
构扎堆推荐的个股还有信维通信、中新
赛克、光迅科技、亿联网络、星网锐捷，获
机构买入型评级次数均不少于 20 次。
节后以来，通信设备板块股价表现

不俗，但受到大盘调整影响，近期有所回
撤，3 月 23 日早盘虽然指数承压，但通信
设备板块逆势上涨，最先反弹，其中有 54
只个股股价翻红，宜通世纪、科信技术、
万马科技、国脉科技、润建股份、汇源通
信涨停。
（数据宝）

获机构买入型评级交数居前通信设备股
海格通信
天孚通信
移远通信
新易盛
烽火通信
移为通信
星网锐捷
亿联网络
光讯科技
中新赛克
信维通信
中兴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