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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投資已經過時了嗎?
曾幾何時，亞洲股市投資者可能會在股息方面花較少心
思。他們反而經常尋求增長策略。在2007年之後，緊隨
全球金融風暴，創造收入的投資策略變得更受歡迎，在
超低利率環境下股息投資的吸引力亦愈來愈大。對神經
敏感的投資者來說，亞洲的股息策略一直是在全球股票
投資組合以外增加回報的方法。

續支付股息的能力——已面臨一些不穩定因素。股息投
資方法往往能在經濟衰退時吸引眾多支持者，但在市場
強勁反彈時，則較少受到追捧。但同樣，我們認為投資
者必須以長遠眼光來考慮這些市場，而不是著眼於短暫
的週期。

問: 你會如何比較亞洲和全球的股息投資環境?
然而，由於最近經濟增長回升，投資者更憧憬有更高的
近年由亞洲公司支付的股息已增加到大約2760億美
利率，我們相信那些有更強勁增長趨勢的股票會愈來愈
元——幾乎可以媲美西方發達市場的支出。有了這個規
受歡迎。那樣的話，問題來了: 股息投資是否已經過時?
模，投資者也能享有多元化的好處，而且重要的是，我
我們認為答案很簡短，仍然是: 不。 股息投資仍然是一 們見證了整個地區的創業較過去有更大的意義。愈來愈
個令人信服的亞洲長期增長方案。一些精明的投資者會 多公司面向公眾，而且很多在上市時已支付股息。因此
利用這些策略作為收入的補充來源；而且由於這種策略 從初創公司到藍籌股的階段，投資者會有眾多的機會。
比起傳統的增長策略波動性較低，投資者會以此為一種 以行業和國家而言，區內的股息派發者也非常多元化，
方法，透過投資於優質企業來參與該區市場。
減少只依賴一個行業或國家的風險。在投資組合角度看
更挑剔地說，渴求巨大收益的投資者對股息策略的種類 來，這是很重要的；這樣一來，投資者可從十多個不同
亦有區分——有些專注於高收益的股票，有些則致力以 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和貨幣收取股息。
目前的收入和股息增長組合來提高總回報率。為了探討
亞洲的股息投資策略和未來的機遇，本月《洞察亞洲》 問: 亞洲市場有沒有提供不同的投資策略予投資者？
邀請了銘基亞洲的基金經理Yu Zhang, CFA跟大家作分
亞洲市場傳統上被視為尋求投資增長機會的沃土，今天
享。
的亞洲資本市場已更深化並且持續增長。亞洲的多元化
問: 2014年對以收入為重點的投資策略是否不利?
股市環境意味著投資者可以追求一些不同的策略。為甚
雖然「削減恐慌」(taper tantrum) 為股息收入策略帶來一 麼股息投資對寄望亞洲的投資者具有意義呢?首先，如
些不確定的因素，但真正的負面影響並不如我們在2013 果我們把投資者的長期總回報分拆為現有的收益和資本
年所看到那麼嚴重。一些傳統高股息收益的股票估值已 增值，
被「重新設定」，可以這麼說，現在看起來已不是那麼
泡沫了。相反，這一年來，更大的挑戰是投資者轉為偏 「股息投資仍然令人信服 …這種策略比起傳統的增長
好以增長為主導的策略和持股。互聯網業務、印度股票 策略波動性較低，投資者會以此為一種方法，透過投資
和週期性股票都有不俗的表現。與此同時，較為保守的 於優質企業來參與該區市場。」
策略——專注於增加現金收益、資產負債表實力和可持
股息構成了總收益的一個重要部份。亞洲在這方面也不
例外，先有收益，然後再有潛在的股息。潛在的股息增
長就是帶動長期資本增值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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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投資仍然令人信服 …這種策略比起傳統的增長策略波動性較低，
投資者會以此為一種方法，透過投資於優質企業來參與該區市場。」

第二，當投資者可固定預期的收益與現時的收益 (即是
股息)，對於驅動資本增值元素的前瞻性盈利增長預期並
不需要擴大。換言之，投資者不需要為了增長而付出更
多。對投資者來說，出價過高來帶動增長可能是一個陷
阱，尤其是在亞洲，我們往往會看到增長迅速被消化。
不僅是投資者傾向於付出更多來帶動增長，管理團隊也
一樣。
問: 那麼，採取亞洲股息策略是否意味著放棄增長?
不，不是。事實上，亞洲股息投資策略的潛在好處之
一，是能夠在有增長的公司維持投資機會，因為我們認
為，區內大部份股息支付公司都是成長型企業，其基本
業務正以一個不錯的速度發展。
成長型企業支付股息，聽起來可能有點反常。不過，亞
洲上市企業的其中一個有趣之處，就是它們的股權結構
相對來說很集中。這當中許多都是家族企業，創辦人或
創辦家族仍然保持控股權。這些上市企業，通常是這些
家族企業所謂的「核心」資產。這些是創辦人家族的收
入和現金流的重要來源，他們往往依靠這些收入維生。
同樣地，對於上市的國有企業(SOEs)來說，政府就是大
股東，而上市國有企業支付的股息往往是為政府開支提
供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在大多數股東的角度來
看，他們實際上是對股息存有依賴。這就是為甚麼即使
有強勁的盈利，我們仍然看到很多所謂的成長型企業倍
增，成為很好的股息來源。在這些情況下，股息是有意
義的，因為這能夠保證少數股東跟大股東得到平等的利
益，而且他們也按照股權比例而獲益。
問:過去幾年，亞洲的股息市場發展如何?
支付股息的文化已有所改善，而股息支出亦已穩定。我
認為，近年日本和南韓政府一直鼓勵企業更善用資產負
債表上多餘的現金，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向股東派息。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公佈改革措施以加強股東的權益，
例如設立一個特殊的新日經指數，只容許有高度企業管
治的企業參與。而在南韓，預計企業會增加工資、股息
和資本支出，以避免繳付超額利潤的新稅項。
當然，支付與否的最終決定權仍取決於個別公司，因
此，我們從來不能保證公司將繼續增加或支付股息。但

是，亞洲企業已普遍提高了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
們意識到支付股息的記錄有助完善他們的公司管治記
錄，並對收益報告有更大的保證。亞洲的企業有足夠的
現金，投資者要問的是:「他們有否善用這些資金?」反
對支付股息的其中一個看法是，管理團隊可以把這些資
金投資，獲得更好的回報，而不是把它們當股息派發給
股東。雖然有時這是對的，但很少有公司能夠持續做到
這一點。
問: 那麼，你如何界定企業有善用資金? 而你的投資策
略又是怎樣?
我們可以透過派息來檢視企業是否高質素、財政狀況是
否穩健以及資本分配政策是否審慎。如果要持續支付
股息，必須要有現金流來支持。由於現金難以被會計操
控，股息增長可以成為企業業績的穩固指標，而這也許
是比盈利會計增長報告更好的標尺。通過減少資產負債
表上的現金，股息可以使企業的管理層在資金運用的決
策上更有紀律。
我們經常與管理團隊會面，而且在考慮投資組合時，我
們對每間公司都有嚴格的衡量尺度。我們的基本哲學
是，
「我們可以透過派息來檢視企業是否高質素、財政狀況
是否穩健以及資本分配政策是否審慎。」
一間公司當前的股息收益和未來幾年的股息增長都要表
現良好。通常當我們獲得股息收益時，都可以接受將
來較低的股息增長，反之亦然。當我們跟管理團隊會面
時，我們會問他們支付股息的意願。有時候企業會坐擁
很多現金，但不願意支付股息。因此，我們尋求有能力
亦願意支付股息的企業。
問: 股息增長的步伐是否持續?
平均而言，整個地區的盈利增長已經有所放緩，但個別
經濟體系的情況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在2013年的強勁盈
利增長背後，有顯著的股息增長，特別是來自出口行
業。中國企業也帶動了區內的股息增長，隨著資本市場
的不斷發展和公開招股， 總股息池和中國的股息的總支
付者得以擴張。

「我們可以透過派息來檢視企業是否高質素、
財政狀況是否穩健以及資本分配政策是否審慎。」

股東回報政策改革是令人鼓舞的，而政府由上而下的政
策也正在這個制度中運行。 我們相信，有些公司在提高
股息方面，已開始有明顯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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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A股市場開放予外國投資者是令人非常興奮
的事情。尤其對於收益投資者來說，這帶來了支付股息
的中國新企業，為那些有長遠目標的投資者提供更多獨
特的商業模式。這也有助進一步的投資組合多樣化。

股息增長(
(2002–2013)***

U.S.

* 截至2012年12月的2013年上市公司股息; 歐洲 (彭博歐洲 500指數)、中國 (MSCI中國指數)、亞太
區 (MSCI AC 亞太區指數)、美國 (標普500指數)。

**根據FactSet 數據，截至 1/15/15對2014年股息收益率的估計。

***綜合年均增長率(CAGR)是根據截至12/31/02的歐洲 (彭博歐洲 500指數) 、亞太區 (MSCI AC 亞
太區指數) 和美國 (標普500指數)的指數成份股計算，並剔除那些在2013財政年度不存在的成份股
。為了增加指數的代表性，MSCI中國的股息增長是透過截至12/31/05 的成份股而計算。在2005年
至2013年間，標普 500指數、MSCI AC 亞太區指數和彭博歐洲500指數的成份股的股息增長分別
為 5.7% 、8.4% 和 3.1% ，以供參考之用。
資料來源: FactSet, MSCI, S&P, Bloomberg

問: 踏入2015年，股息策略有甚麼潛在的有利因素和不
利因素?
投資者愈來愈關注美國撤銷量化寬鬆政策後不斷上升的
利率環境。由此可以預計，在收益而言，派息股票的吸
引力會減少。新興市場的不利因素是美國聯儲局頒佈利
率政策正常化之後，流動性減少。不過，過去兩年的市
場預期已在一定程度上計算了這一點。
一如以往，我們的重要考量是挑選正確的企業，並且要
問: 他們會繼續增長嗎？他們的增長是可持續嗎？這些
增長可否轉化為支付予全體股東的可持續上升股息？與
美國相比，亞洲仍然提供機會予更高的收益，而長期增
長前景看起來比更成熟的西方市場更具吸引力。
我們認為短期波動反映了市場情緒，而多於潛在的企業
基本面——這才是我們真正關注的。從有利的一面來
看，亞洲的股息股票價格目前看來仍具吸引力。該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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