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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了解
多年來，亞洲肯定同樣經歷過從經濟泡沫以至企業和政府
違法等危機和醜聞，所以難怪投資者雖然無疑受區內多個經
濟體系的卓越經濟增長吸引，卻經常向我們查問企業匯報，
了解過企業報告後，人們才投資到亞洲以外的上市跨國機
構。對很多投資者來說，透過在新興市場經營業務的跨國公
司投資於亞洲會感到熟識和安心。一如往常，企業財務報告
的質素和企業的管治承諾都是投資者和我們的主要關注。最
後我們還要一問：管理階層信得過嗎﹖這些憂慮不單止首次
投資於國際市場而緊張兮兮的投資者才有。最近，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美證交會）對中國機構狀況作出相類質疑，此
事成為頭條。美國規管當局要求各大審計公司的中國單位提
供文件以支持企業審計。美國指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需
要提供這類文件作支持，以確保審計的真確性，不過，中國
表示該國的法律禁止這類紀錄被送出國外。

善執行，更會成為推動當地資本市場發展、提高國家競爭
力、達致經濟穩定和創造就業的主要因素。麥肯錫公司在
2000年進行的研究發現，超過75%的投資者願意投資更多
金錢於管治得宜的公司，最近一項按估值比較企業管治排
名的研究結果（參閱下表）似乎證明了這種情緒依然真確。
像印度這類因為缺乏本地資金而需要定期獲取外資的新興
國家當然特別需要這種信心，因為這些國家持續出現經常
賬赤字和財政預算赤字。
那麼，我們是如何從管治角度來斷定「好管治」和「壞管治」
的公司是怎樣的呢﹖方法有很多種，諸如股權構成、利益一

對管治得宜公司作出的投資額

企業管治和對我們這類小股東的保障是任何投資者都會考
慮的重要因素，如果投資於新興市場的話，這點尤其重要。
良好企業管治需要的質性（坦白說有時稍嫌沉悶﹗）分析過
於廣泛，致令很多市場參與者，甚至上市公司有時只是口講
手不做。

一般來說，以財力相若的企業來說，較諸管治欠佳的企業，大部分投
資者會願意多付點錢購買管治得宜的企業的股票。儘管很難概論亞洲
市場，現將「好管治」和「壞管治」兩種對比列明如下。

為何需要良好管治﹖
好管治沒有清晰界定的標準。基本上，銘基亞洲會物色一些
營運方式可盡量減少不同持份者利益衝突並且能確保業務
管理者問責性的公司。規則和法規以及其執行，以及公司是
否有遵行政策的文化都對奠定一國企業管治水平有舉足輕
重的影響。這表示不單止有關公司擔當著關鍵角色，立法者
亦然。這些立法者是規則訂立人，也是執行法規的規管人。
這些架構肯定會增加投資者的信心，如果經過頗長時間妥

企業管治評分

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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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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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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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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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泰國

4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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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馬來西亞

49

52

55

14.5

日本

52

57

55

15.0

台灣

54

55

53

14.9

印度

56

48

51

13.9

南韓

49

45

49

8.9

中國

45

49

45

10.0

菲律賓

41

37

41

19.4

印尼

37

40

37

15.7

資料來源：麥肯錫2000年第4號季報：重行估值亞洲；里昂証券（2012年9月10日）；高盛
（2013年3月1日）；2013年的市盈率是根據市場平均中位估算作估計，而且具前瞻性，並不
保證能達致估算的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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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基亞洲會物色一些營運方式可盡量減少不同持份者利益衝突
並且能確保業務管理者問責性的公司。」

致、過往資本分配、透明度和獨立性，這些衡量方法全都提
供寶貴資料，讓我們知道企業的管理情況。
曖昧操守
雖然所有衡量法都很重要，但某些方法在亞洲會較吃重。
在亞洲，最可能會妄顧小股東利益的是家族股權結構，而
亞洲企業仍然以這種結構為主。
很多投資者見過以往發生妄顧小股東利益的事件後，的確
有點對大家族操控的企業有懷疑。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南韓某些稱為的「財閥」的企業集團令人震驚的行動。這些
財閥在過去刻意制定令企業股權不透明的架構。這種複雜

亞洲家族市值在市場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
家族企業市場市值
(百萬美元)

在市場總值中所佔
的百分比

菲律賓

131,609

83%

新加坡

311,564

54%

南韓

555,318

52%

台灣

453,552

49%

印尼

175,155

49%

泰國

133,128

48%

印度

762,279

47%

馬來西亞

158,428

39%

香港

652,178

26%

中國

416,524

11%

總值

3,749,733

32%

資料來源：彭博、瑞信、 《2011年亞洲家族企業報告》

而隱秘的財政陰謀是利益「不一致」的鮮明例子，因為公司
賺取的現金流利益較表面 可見的經濟利益為高、令監管更
困難、並且確保集團內的所有公司都可以分一杯羹，即使它

們並非具競爭力的供應商或客戶。其他需要當心的原因包
括某些家族有政治聯繫，並且利用這種連繫從「裙帶資本
主義」取得利益；「裙帶資本主義」以往在亞洲某些地區曾
經存在。此外，若遠親和朋友的朋友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
這樣的架構可能會令獨立董事實際上並不太獨立。這種管
理失當較容易在亞洲地區得逞，因為亞洲仍有公司在周年
股東大會上採用舉手表決，而非投票表決。實際上，在亞洲
各地，包括中國、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存在
這類公司，而且數目多得驚人。
這些家族連繫可能會導致亞洲另一個最大的企業管治問
題，而此問題至今仍然持續 — 這就是關連人士交易。基
本上，關連人士交易是兩個有相同大股東的個體之間的交
易，當中可能涉及財政援助、一次過資產轉移和持續交易安
排。雖然這些交易不一定往往令小股東損失價值（有時候
這類交易的確有真正的策略好處），但在亞洲數十年的企
業歷史中，有很多上市公司被迫向聯繫但非上市公司以頗
曖昧的價格購買資產的例子。這種做法令人皺眉，因為小
股東的現金都被輸送為家族得益。當然，我們得知道，亞洲
家族企業的結構有一些優點，例如擁有人通常會有長遠承
諾，而且過往的歷史顯示公司在經濟困難時期（例如1990
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仍
然屹立不倒。家族企業並非唯一會造成問題的常見股權結
構。在亞洲一些地區（例如尤其在中國）都有大型國營企業
支配著某些行業。同樣，我們無需將這種結構一律視為絕
對負面，但必須當心某些問題會出現。中國的銀行體系就曾
出現過一個鮮明的例子。在中國的銀行體系，曾經有一些
主要的金融機構願意接受海外投資者的資本，再將這些資
本轉入國內經濟，以一般被視為不能適當承受風險的息率
貸予國營企業。
誠如美證交會最近提出的關注，投資者還需要注意透明度
和資料披露。在過去幾年，曾有多間在美國和新加坡上市
的中國公司被指稱欺詐，在印度和日本亦有一些有完備文
檔的個別公司被指欺詐。不單止個體公司被質疑，某些國家
操守欠佳亦需要正視。例如在印度，大部分公司都沒有按季

「大部分亞洲地區的文化亦正在慢慢變得更好，儘管改善的路途明
顯漫長而有點崎嶇，因為這種改變的道路向來不是畢直的。」

提交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量報表，由此可見亞洲存在需要在
短期內處理的結構障礙。換言之，亞洲大部分較落後地區的
審計公司都缺乏富經驗的合資格審計人員。
為何如此費神﹖
既然知道有這些企業管治問題和潛在危險，為何作為長線
投資者，我們還看好亞洲公司和經濟體系呢﹖這主要是因為
我們看到這方面有所進展。雖然某些立法者、規管者或公司
管理團隊依然存在問題，但仍有不少致力為小股東牟利益
的「好」公司。我們見過有很多例子是企業的管理團隊設有
獨立董事局、資料披露透徹、勵結構貫徹和資本分配往績強
勁。我們甚至開始看見一些公司主動清楚劃分行政總裁和
主席的職能，在日本一類國家，此做法尤其令人驚訝。此外，
某些地區（即澳洲、新加坡和香港）已經達到世界級的企業
管治水平。跟亞洲金融風暴之前相比，亞洲今天的規管較為
完善、有新機構成立，而且本土和國際股東的參與度均見提
高，可謂今非昔比。為做到這點，知識廣博而且高瞻遠矚的
規管者在過去十年一直致力要跟全球同業的水平看齊，並改
寫公司法例，當中涉及改善多個範疇，包括按照國際認可的
審計標準（亞洲部分地區近年開始實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此過程會在未來十年會持續）作匯報和限制獨立董事的任
期。在某些國家，企業更引入電子投票制度，以確保在週年
股東大會上投的所有票均獲計算在內。除了這些新增的規則
之外，隨著媒體在數碼時代更加方便及一些規管機關增加經
費，在執行方面亦有所改善。
在亞洲，企業管治的水平還未算理想，但美國和西歐等較發
達的市場亦非完美。在這些地方，毒丸計劃、分期分級董事
會和金降傘等問題依然普遍。可幸的是，大部分亞洲地區的
文化正在慢慢變好，儘管改善的路途明顯漫長而有點崎嶇，
因為這種改變的道路向來不是畢直的。我們應該記得，效率
欠佳正能夠令我們為自己的分析增值。作為一家公司，麥肯
錫投資團隊透過我們經常安排的外訪，在三藩市和亞洲參
與過2,000多次跟規管人員和亞洲企業管理行政人員舉開的
會議。這些供寶貴機會讓我們可以就現有持股和可能購股
進行「調查」，從而更清楚了解公司對小股東的態度，而更重

要的，可以說是讓我們能夠明白隨著時日當我們跟同一間公
司及其同業再三聚首時，這些方面作出了怎樣的改變。我們
有機會向高層管理人員提問各種問題，例如有什麼激勵您的
工作﹖您們的資本分配政策如何﹖您們為何進行某項交易﹖
我們亦花了很多時間分析財務報表，並將這些報表跟全球相
關同業作的報表比較，以便更清楚了解企業和查看有否明顯
的假賬。
說到底，我們想確保自己的利益跟參與全球最佳經濟體系的
管理人員和公司的利益一致。

Kenneth Lowe, CFA
投資組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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