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 著名中医肿瘤专
家、 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
教授联合一批有识之士，共
同创立中医学和合学派。此
举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鼓励和
首肯， 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
高度认可。 中华医学会心身
医学分会、北京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学院、 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

大学医学部、大连医科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第二军医
大学等纷纷发来贺信。

何裕民教授： 上海中医
药大学教授、 世界杰出华人
成就奖获得者； 中华医学会
理事兼心身医学会分会主任
委员；国家科技部“十一五”
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
第一负责人；国家级教材《现

代中医肿瘤学》主编。对胰腺
癌、肝癌、肺癌等各种晚期肿
瘤的治疗有着独到的见解，
受到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国
内外肿瘤学术界、 国内外媒
体如中央电视台、 中国香港
凤凰卫视、 欧洲时报等多方
面的高度重视。

凡肿瘤患者,即日起，均
可凭任意检查报告或出院报

告复印件， 到何裕民教授长
沙工作室免费领取由何裕民
教授所著的《生了癌， 怎么
办》或《癌症只是慢性病》书
籍一本。

近期， 何裕民教授即将
亲自来湘， 何裕民教授收徒
计划为7名博士，2名博士后，
同时期望更多业界人士的加
入。 同时何裕民教授的门诊
可 提 前 预 约 。 热 线 ：
0731-85568758

经济信息

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即将来湘,免费送书真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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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玉龙股份向投
资者派发了年末“大红包”，最
近三日累计涨幅达到了33%。

高送转行情是年年都要
唱的戏。 进入12月份的交易
时间， 正是提前布局高送转
行情的最佳时机。 与往年有
所不同的是， 今年IPO开闸
了， 众多次新股存在高送转
预期，热炒程度或高于往年，
因此投资者不妨提前买“好
票”，坐等行情出现。

有机构研究表明，11月、
12月往往是布局高送转股票
最佳的时机， 在预案公告日
（年报公布日）及股权登记日
前30�个交易日介入高送转
个股，能获取超额收益率。

11月份来多数券商都发
布了与高送转相关的研报，
给投资者提供选股标准，甚
至提供高送转股股池。不过，
在财富证券分析师赵欢看
来， 在选股思路上不外乎几
个基本的标准， 即高送转个
股应具有总股本小、 每股公
积金较高、 每股未分配利润
较高， 同时公司也具有较好
的经营能力， 只有公司业绩
好、 成长性高才会有较大高
送转预期。

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炒
作热点来看， 哪些板块将有
望“丰产”高送转概念股？对
此， 东北证券近日发布的最

新研报建议投资者重点抓住
三大主线， 瞄准2014-2015
年高送转行情。

主线一：次新股
今年两市近百家新股上

市，由于股本小、相对发行价
涨幅大，股价普遍较高，且明
年初部分限售股解禁期将
至，存在强烈的高送转预期。

重点关注公司：哈尔斯、
同大股份、西泵股份、汇中股
份、国统股份等。

主线二：小市值股
小市值的高送转主线，

表现为市值在30亿元以下、
市净率与同类公司相比较为
合理的公司股票。 股本规模
较小的上市公司股本扩张动
力比较充足， 更倾向于实施
高送转分配方案。

重点关注公司： 有众信
旅游、东方网力、菲利华、一
心堂、天赐材料等。

主线三：持续盈利股
公司已有高送转的诉

求，表现为年报业绩预增、已
有定增或股权激励等重大事
项的潜在高送转股票。

重点关注公司： 永贵电
器、金城医药、联建光电、上
海新阳、福瑞股份等。

■记者 黄文成

牛市启动下， 各个热点板块在股市
你方唱罢我登台，以至于如今临近年末，
一如既往要上演的高送转（指送红股或
者转增股票的比例很大）行情，更受人关
注。

对今年牛股频出的湘股军团， 投资
者更是寄以厚望， 期待在2015年到来之
前再狠赚一把。 经三湘都市报记者初步
统计，综合来看，2014年或将成为高送转
潜力股的，包括克明面业、开元仪器、楚
天科技、金贵银业、三诺生物等。

半数湘股有分红扩股之潜力

2012年底，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在此新规促力之下，绝大多数湘股，
哪怕是很多年都未曾有过回报投资者方
案的个股， 都拿出了分红预案并如期执
行。

2013年年报显示， 共有48家湘股进
行了分红现金或送转股， 实施了送转股
的有20家，其中10送转5股以上的高达14
家。

东北证券表示， 布局2014年报高送
转行情， 其中一条主线便是公司已有高
送转的诉求，表现为公司年报业绩预增、
已有定增或股权激励等重大事项。

从今年以来多只湘股实施定增方案
以及推出股权激励来看， 在今年年报中
发布分红预案的公司，定不在少数。而根
据记者统计，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每股资
本公积大于1.5元，每股未分配利润大于1
元的湘股，数量超过20只。

财富证券投资顾问肖瑞宇认为，一
般来说， 整个高送转概念板块联动性会
比较强， 个股一般会有年报前的预期炒
作、 年报公布时的高送转兑现和利润分
配实施三个阶段行情，“相对而言， 第一
阶段上涨的概率和幅度都是最大的。”

医药湘股军团或将最给力

结合多家证券机构发布的研报及历
年高送转行情演绎经验， 高送转预期较
强的个股，一般具有机构重仓、上市时间
相对较短、 股本规模较小、 业绩成长性
好、中报未送转等特征。

以湘股加加食品为例， 其以每10股
转10股派6元的年度分红预案， 被视作
2013年最为慷慨大方的湘股， 它具备的
特征无一不符合证券机构列出的上述几
个标准：公司上市两年，业绩每年稳定增
长，而且在二级市场表现良好，十大流动
股东席位皆为机构。

去年在高送转行情中表现尤为亮眼
的三诺生物， 其分红预案果真是没有让
股民失望：每10股转5股派5元，新上市、
每股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高、 盘子
小，是三诺生物较为明显的三个特征。

据此，经记者初步统计，综合来看，
2014年或将成为高送转潜力股的包括克
明面业、开元仪器、楚天科技、金贵银业、
三诺生物等。

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9月30日，今
年上市的楚天科技每股资本公积为2.366
元，每股未分配利润3.03元，其流股股本
仅为2919万股；同样是新股的金贵银业，
每股资本公积和每股未分配利润分别达
到3.47元和3.1元。

而两个指标均排在前列的， 还有尔
康制药、九芝堂、红宇新材等，其中医药
股占比最高。 ■记者 黄利飞

记者综合每股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等指标统计
出，湘股中克明面业、开元仪器、楚天科技、金贵银业、
三诺生物等今年有望进行高送转。

高送转行情是年年都要唱的戏，12月正是提前布
局的最佳时机。今年IPO开闸了，众多次新股存在高送
转预期，热炒程度或高于往年。

唱“高送转”大戏，医药湘股最可期

无论统计哪个指标，行情围绕的总是一个核心，即这个
公司的业绩不错、成长性较好，而且所处的行业有一种“看得
见、摸得着”的欣欣向荣。

尽管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
一样， 股市里也是不管长线还是短线， 能挣到钱就是高
手，但是，在“年年高送转，年年有行情，年年受追捧”的形
势里，各大券商研究与探讨的结论基本都是：年报披露时
间早晚、高送转概念等，都是比较稳定的短期策略组合，
“短期内非常有价值，但从中长期看，业绩增长才是真正
的主线，唯有业绩才是真正的王道。”

正如肖瑞宇表示的那样，高送转只是概念炒作，对于股
票的价值没有明显的提升，建议投资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多
结合公司的价值和成长性进行选择。 ■记者 黄利飞

布局

次新股将掀高送转高潮，提前布局等红包

投资者通常认为高送
转向市场传递了公司未来
业绩将保持高增长的积极
信号， 同时市场对高送转
题材的追捧， 也能对股价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投
资者有望通过填权行情 ，
从二级市场的股票增值中
获利。

不过，投资者也需要注
意的是，谨防一些机构借助

高送转传闻拉抬股价，进而
完成高位出逃。 在2013年
末，煌上煌、北京君正、麦捷
科技等公司惹高送转绯闻
后，股价持续暴涨，在公司
澄清后股价又出现暴跌。

如果投资者高位追进
类似煌上煌的这类个股，那
么真就成了主力的抬轿夫，
最终只能站在高高的山岗
上感叹了。

高送转只是概念炒作

提醒

小心为主力抬轿站岗

高送转板块炒作路线图

■制图/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