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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市公司分红预案逐步揭
晓。大部分公司积极分红，但也有部分
上市公司借分红之机，制造“高送转”等
概念博眼球，借机减持获利。这种行为
理应受到限制。

上市公司分红是中小投资者从上市
公司获取股权收益的重要方式。在俗称
的“分红”概念里，包括派发现金、送红
股、转增股。派发现金是上市公司拿真
金白银回报给投资者的方式；送红股是
指将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以股票红利的
形式分配给股东；转增股是指将上市公
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化为股本的形式赠送
给股东。

相对于年度、季度的现金分红，送红
股、转增股的分红形式在成熟市场并不

多见，市场也不会去炒作此类股票。但
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过去一段时间
里，不少股民将送转股、特别是高比例送
转股，当成是公司“利好”，跟风买进。

事实上，从财务的角度看，送股、转
增的实质只是股东权益的内部结构调
整，对净资产收益率及公司盈利能力无
实质性影响。另外，除权后公司每股价
格下跌，会让投资者产生“价格幻觉”，助
长所谓的“填权行情”，使股票价格非理
性抬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制度还不够
完善的时候，不以业绩支撑为基础的利
润分配形式，容易与市场其他行为相互
渗透，成为市场炒作的工具。过往案例
证明，在此类股票价格波动过程中，上市

公司或某些大股东、机构往往可以通过
减持、关联交易等方式获利，中小投资者
却很难摆脱被“割韭菜”的风险。

公司市值、股票价格本是上市公司
价值的反映。上市公司应该在公平市场
竞争中成长，增加公司价值，以期获得更
好的股票表现；而不应利用高送转等所
谓的“分红”手段，在数字上做游戏，糊弄
中小投资者，以期渔利。

对于那些仍期望以高送转等“掺水
的分红”糊弄股民的行为，监管层不仅要
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背后可能伴生
的违法违规行为，还应尽快完善相关制
度，如加大对高送转的限制，将分红行为
与增发安排等挂钩，从根源上规范企业
分红行为。

拿掺水的“分红”糊弄股民应限制
许 晟

益阳桃江县桃花江镇财政所原副所长陈
刚，在2万余名农户身上“拔毛”6万余次，最小
的金额为0.27 元，涉及77 万余元，次数之多、
金额之大，全省罕见。今年2月10日，陈刚被
判处有期徒刑2年。

雁过拔毛原来是形容武艺高超，说大雁
飞过时也能拔下毛来。现在，是指见到好处
不放过，非要占点便宜。陈刚将经手的各种
惠农补贴，都要抠一点下来，手法隐蔽高超，
上骗组织，下骗群众，甚至连二毛七分钱也
不放过。

用“雁过拔毛”来形容陈刚的贪腐，真是贴
切。但是，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为了贪腐干了
这么多细活，拿了这么多钱，历时两年没被发
现，一方面说是陈刚“手艺高超”，但另一方面

说，我们的惠农补贴制度，是不是还存在漏洞？
据报道称，当地惠农补贴种类繁多，有 7

大类15小项，不说是政府官员，就是农民自己
也弄不明白，自己应该领哪些钱，应该领多少
钱。反过来，对众多数据的监督和审计，更是
一项繁琐的工作，再加上基层力量薄弱，无疑
给了陈刚们可乘之机。所以，对这些项目不妨
进行精减或合并。

其二，当地对农户的补贴，也进行过公示，
但是农户根本就没对金额进行核对。数据相
差太小是一方面，对政府完全信任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总的金额不大，农户很难发现。所
以，不仅要张榜公示，银行对发放的金额也应
该短信告知，在补贴发放后，还要有详细的数
据表格，让农户签字留存。

关键还有，财政所的副所长在发放资金
时，难道就没有一个监督审核的机制？简单的
财务会计制度就可以发现发放和申领的数据
明细不一致，堵住贪污的漏洞。按理说，副所
长不可能包办资金申领和发放的所有程序和
流程吧。

国家的惠农补贴，从数据的上报开始，再
到财政资金的下达，最终到农户手中，需经过
不少人之手，每个流程每个环节，都存在被“拔
毛”的可能性，再加上基层监督机制薄弱，信息
沟通不畅，农民政策把握不到位，致使补贴被
虚领、占用、贪污的案例时有发生。因此，只有
完善各项制度和职责，才能让陈刚们无机可
乘，才能让资金以及国家对农户的关心，直达
农民家中。

织密篱笆堵住“拔毛”式腐败
吴双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
前，文艺创作却没有及时反映出来，显然有些
与时代脱节。《人民的名义》则填补了反腐题材
空白，加之制作精良，演艺水平高，由此获得广
大观众的青睐。

恰如导演李路所言，文艺创作只有反映时
代精神和人民关切，才有恒久生命力。“大时代
面前，文艺不能缺席。反腐剧沉寂多年，一旦
回归就必须做成经典。”国民之所以热捧《人民
的名义》，不仅是对良心之作的认可，也是希望
看到高压反腐持续下去，并逐步完善反腐制
度，令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反腐败没有禁区，从近年来的中央反腐情
势来看，不仅在“打老虎”，也在“拍苍蝇”，还在
海外“猎狐”，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让贪官无
处藏身。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反腐压力，无
数贪腐官员惴惴不安，朝不保夕，不知哪天就
会“落马”。就如《人民的名义》里尤勇饰演的

“小官巨贪”，过着“双面人生”的生活，贪腐金
额高达2.3亿元，现金堆满别墅，却不敢花掉一
分钱，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抓，悔之晚矣。

用文艺作品来描述反腐现实，不仅诠释政
府反腐政策，让民众看到政府对腐败行为的强
硬态度，亦可起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告诫广大
党员干部，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不要拿人民
赋予的权力为所欲为、牟私利。

反腐败没有禁区
江德斌

小公司也可以有定价权。在闽北武夷山
市有一家企业，规模不算大，产业也传统——
竹加工。在这个行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的情
况下，这家公司业绩却年年增长；更可贵的是，
产品出口日本，定价权却掌握在自己手上。从
2008年以来，价格累计上涨超过200%。

他们生产的不过是用来串肉的竹签。小
小一竹签，为啥这么牛？答案只有两个字：
品质。

竹签生产技术门槛低，品质能高到哪里
去？2008 年之前，这家公司的老板江益民也
这么想。那一年，他正碰到发展瓶颈：呼啦啦
一堆同行杀入这个领域，搞起了价格战。最
后还是日本客户一席话，让他警悟：“在我们
那里，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品质，其次是技术，
最后才是价格。而为什么你们却总是先谈价
格呢？”

“先品质，后价格”，让这家小企业找到了
上升空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小小一根
竹签，被他们做出了大文章，至少要有10多道
工序、开发出360多个品种、可以为串各种食
材专门量身定制，还能有防止脱滑、增香等各
种功能。不仅如此，他们对20家上游原料工
厂，也有同样的品质要求，甚至对每一根竹子
的要求，都精细到必须要在砍伐下来的一周之
内全部完成，小到每批产品装车发货时的天气
情况都有记录。

小企业凭什么赢得自己的市场地位？只
能拿品质说话。用心做好品质管理，即便没有
多么前沿、复杂的技术，也总是能面向客户需
求持续创新。用心改进每一个生产环节，用好
产品实现好价格，赢得市场定价权和发展主动
权，不仅对小企业而言是可行选择，也是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一根竹签如何赢得定价权
赵 鹏

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
李晓东，近日一纸诉状将中国
建设银行告上法庭。2016 年
3月，李晓东用建行龙卡信用
卡消费一万八千余元，但有69
元未还清，10天之后，竟然产
生了 300 余元的利息。在多
次拨打建行客服电话后，李晓
东才知道，收取信用卡逾期利
息的方式是以当月账单的总
额来计算。

对于信用卡逾期利息，国
内许多银行都采取的是全额
计息，即无论当月信用卡是否
产生了部分还款，发卡行都会
对持卡人按照总消费金额计
息。持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还清信用卡，银行给予适当的
风险补偿和不信任惩罚也是
情有可原。但不管还款多少
都按全额计息，却有悖于基本
法理。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
消费者只有义务就自己逾期
未还款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至于已还款部分，消
费者已经履行了信用义务，不
存在违约责任，也没有给银行
造成损失，银行没有理由将计
息对象无限扩大到整个消费
额度。

随着国际上信用卡业务
的发展成熟，对持卡人利益的
保护日益完善，所谓信用卡

“全额计息”规则，在国际上早
已不再是主流。目前欧美等
发达国家采用“平均每日余额
法”作为计算迟延给付的主要
方法，不仅利息相对减少，也
更趋合理。

诚然，趋利避害是一种本
能思维，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信
用卡违约现象特别严重，特别
是小额违约情况很多，需要建
立风险防范机制，但其不能通
过制定不合理的全额计息政
策，无限加重消费者的违约成
本，从而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透
支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
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
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
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一直以来，尽管全额计息
备受诟病，但很少有消费者较
真。如今，央视《今日说法》主
持人用实际行动现身“说法”，
有望增强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
意识，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

“全额计息”是霸王条款吗
张枫逸

河北省衡水中学是一座
饱受争议的“超级中学”，它以
每年百名左右考入清华、北大
的人数以及被外界风传的军
事化管理闻名全国。近日，衡
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衡水中
学与某集团合建的高级中学）
正式揭牌，这标志着衡水中学
走出河北省，正式进驻浙江。
此校是按“名校办民校”模式
成立的。学校将不限户籍、面
向全国招生，发展规模为144
个班级、6000名在校学生。

衡水中学跑到外省开“分
号”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热议，
褒贬者各执一理，互不相让。
贬者认为，在主张素质教育的
今天，疯狂追求应试教育，“泯
灭学生天性，扼杀学生创造
力”的“衡水模式”不该推广，
而“学霸”也不可以复制；褒者
则认为，一所学校好不好，一
种教育教学模式对不对，学生
和家长最有发言权，那么多学
生及家长追捧“衡水模式”，那
么多毕业生被清华、北大录
取，说明“存在即是合理的”。
然而在我看来，衡水中学跑到
外省开“分号”，不必棒杀，也
不必捧杀。

“衡水模式”确实是中国
应试教育的一个缩影，以其准

军事化、标准化的教育管理被
称为“反教育”的“考试集中
营”。“衡水模式”并非单独的
存在，而是根植于应试教育的
广袤土壤之中，那片应试教育
的广袤土壤不除，“衡水模式”
就不会绝迹。“衡水模式”也是
对高考制度的极致迎合，只要
高考制度不改，这个模式就会
存在。

某些地方开办衡水中学
“分号”，也不必担心它会让当
地的素质教育出现倒退。事实
上，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并
不是衡水中学第一家“分号”。
2015年，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呈
贡校区在昆明成立，它让当地
的素质教育倒退了吗？没有。
2016年，河北衡水中学落户合
肥，今年9月份将正式向安徽全
省招生，相信它也不至于让当
地的素质教育倒退。衡水中学
外省分校的到来，只不过是给
当地应试教育的对垒学校增加
了一个劲敌而已。

这些年，名校异地办学早
已不是新鲜事。对于衡水中
学外省开“分号”，我更愿意将
之看作资本投资教育的一起
普通事件，只是对当地教育资
源的一个补充，对当地教育模
式的一个丰富。

衡水中学开“分号”，不必棒杀
何勇海

广州“3·25”作业平台坍塌事故，造成九死两伤。初步调查，是由于
40米高的作业平台失稳造成坍塌。据记者调查，事故背后也暴露出一
些地方职能部门急于项目投产，要求建设单位抢工期、赶进度，一定程
度上造成施工方过分求快疏忽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14年，新安全
生产法明确将“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理
念。当前，“嘴上喊安全、实则看进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仍
然存在，需要及时予以纠正。

目前，住建部已对这起事故查处工作挂牌督办。在追责中，要对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问责到位，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
任，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管理、严格监管，不能为片面赶进度而“赶
走了”安全。

顾此失彼
周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