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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进入牛年，牛市气氛更加强烈，节后首
个交易日沪指意外大幅高开，突破了 2015 年 12
月的高位压力。这次的重要突破，可以认为是
上一轮熊市大趋势正式结束。节前最后一个交
易日，大盘从去年低位 2646 点累计上涨 1016 点，
涨幅达到 38.38%，无论从时间、涨幅以及运行形
态上看，大盘的牛市行情已经成形，节后有望进
入新的拉升阶段。

节前的涨幅统计数据很吉利——38.38%，预
示今年股市行情会好事连连，这不仅是好意头，
而且体现了市场超过转势的量化基本条件。过
去两年大盘反弹幅度超过 30%的行情出现过三
次，而底部只有一个就是 2440 点，在历次牛熊转
换振荡期中很罕见。这种情况表明市场新的牛
市趋势已经充分得到时间考验，无需为趋势不
明担忧。

去年下半年以来，相信股市位于历史又一
低估值区的投资者收获颇丰，据本栏统计，A 股
市场 4000 多只股票中，两年累计涨幅超过 2 倍
以上的股票多达 15%。但这种情况也导致好股
票价格高达百元千元，居高不下的股价或许给
投资者心理造成影响，恐高以及操作难度增加
或许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历 史 上 大 盘 的 牛 市 涨 幅 是 有 迹 可 寻 的 ，
2007 年那波涨幅超 5 倍，2015 年那波涨幅近 2
倍，而当前大盘牛市两年只有约 50%，只是过去
牛市的起步水平。一个完整的牛市还包括成熟
和衰退两个阶段，通常总时长需 2 年以上。这次
牛市形态只运行了半年多点，经验上离牛市结
束还有很长时间，更不用说处在百年大变局时
期，这次的牛市周期相信会更长、空间更大。

现在有些股票风险已经很高，尽管牛市趋
势预期仍有很长，但如何选股很重要，市场会此
起 彼 伏 ，这 两 年 涨 幅 最 大 的 股 票 已 有 十 多 倍
了。当下半导体等某些高科技产业显得有点过
热。相对而言，部分传统产业仍处于价格下游，
只要系统性牛市已启动，低价股票同样有大涨
幅。巴菲特说过，买入的最大理由是价格比公
司价值足够低。

本栏相信这次系统性牛市已经启动，是一
次创造股市新历史的好机会。

（赵穗川）

数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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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牛市已经启动

期股形势

A股公司累计分红逾10万亿元
从分红大户行业性质来看, 银行、能源类企业成为主力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上
市公司年报披露季，上市
公司分红的情况也受到市
场的广泛关注。从实践来
看，近年来 A 股公司投资
者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现
金分红和投资者回报水平
逐年提升。

同花顺 iFind 数据库统
计显示，在 2019 年度，A股
共有 2705家上市公司实施
分红计划，分红总额高达
11392.79 亿元，对比 2018
年度的 10352.94 亿元，同
比增长 10.04%，刷新年度
分红纪录，也是连续三年分
红总额超万亿元。整体来
看，30年来，A股累计分红
超过10万亿元。

分红指标近年来越来
越受到价值投资者的关注，
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能力
成为投资者考察上市公司
财务状况的重要参考因
素。那么，哪些上市公司分
红最大手笔，是值得投资者
关注的分红大户？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零件保供，每天如同打仗；芯片匮乏，争夺资源白热化

在 世 界 格 局
变幻的背景下，中
央提出了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去年年末以来，芯
片供应短缺引发
的连锁反应在全
球汽车行业持续
蔓延，如何补链强
链控链，也成为汽
车企业的战略重
心。春节前后，记
者深入广汽乘用
车公司，剖析一家
车企在严峻环境
下稳供的内情。

特殊时期，安全在库很关键，
备完以后再遇到异常，可以有一个
缓冲的时间去应对。以前这个供
应商认为企业要给他很稳定的生
产计划，然后他就按照计划生产而
不管销售市场情况。经过这一次
的疫情，弹性供应能力的要求就更
高了。比如主机厂原来订购的周
期是3-6个月的，现在可能要变成
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现在
企业也在扭转供应商的观念，一点
点引导供应商也要去适应市场。

“做供应很辛苦！”陈伟东感
叹。现在是每天有日报，上报到公
司、到集团，详细到对应的订单可以
具体到哪一天，生产链能不能够启
动起来，能不能满足？去年疫情到
现在，可以说24小时不间断，每个
采购员每隔一个时间点就发一个汇
报，凌晨2时、5时都在发，精神状态
都是高度运转，春节也不能停，甚至
要到供应商现场去保供，协助调配
的资源。有时遇到产品突然热销，
就需要派上百人去跟进。

原则上要求在广州中转仓至
少有一周的产品安全在库，很多供

应商去年11月就准备安全库存。
有了去年疫情的经验，广乘

开辟了长假期机制，比如春节、清
明、五一、高温假、国庆节等，只要
是涉及节假日的话，就要提前一
两个月去着手储备。到春节以
后，甚至是二三月份，管控都是按
照一季度一季度来进行。尤其是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供应商工厂，
还会严格应对他们的人员流动，
防止开工不足。

从数据上看，广汽集团各车企
通过多种措施降低供应风险，将其
影响降至最低。自主品牌方面，广
汽传祺与广汽埃安在2021开局取
得不俗的成绩。1月，广汽乘用车
生产的传祺汽车31339辆，同比增
长 21.1%；销量达 34400 辆，同比
增长5.2%，环比增长9.3%。1月，
广汽埃安产量7347辆，同比增长
143.7%；实现销量7356辆，同比增
长 149.4%。其中 Aion S 销量首
次 突 破 6000 台 ，同 比 增 长
130.1%，在纯电中高端轿车市场
中销量仅次于 Model 3，龙头地
位继续得到巩固。

一台车有很多电子部件，都
需要用到不同的芯片，大部分芯
片都要依赖国外提供。

广汽乘用车一张清单显示
出本地对国外芯片的高度依赖：
恩智浦（NXP）芯片，用在换挡
操纵机构、导航主机等，主要产
地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兰、
泰国、新加坡、墨西哥。英飞凌
（INFINEON）芯片，用在组合
灯、无钥匙启动/智能进入系统
控制器等，主要产地在马来西
亚、德国、菲律宾、新加坡等
地。瑞萨电子（RENESAS）的
芯片，用在换挡模块、组合仪表
等，主要产地也是马来西亚、日
本等地……

在所有零配件中，进口芯片
对汽车生产厂来说是最紧张的
事情。不但在广州，全国车企目
前都在遭遇这个情况。广汽乘
用车采购部门直言今年依然“压
力山大”。

在疫情防控下，很多国家需

求锐减，东南亚芯片厂判断失
误，进行了减量、裁员，产能马上
下来了。当中国V形反弹，主机
厂生产都在爆发式增长，生产就
跟不上了，由此各个汽车主机厂
你争我夺，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
现在。

越是重要的芯片越要排队，
因为供应商产能有限，分配有问
题的，主机厂这边就得去“抢资
源”。看谁的反应速度快，到一
级供应商不行了，还得上溯到其
代理商，再不行就得联系原厂。

“即使芯片价格炒到十多
倍，相对于整辆车的产值来说还
是小的，可麻烦的是，给钱也可
能买不到。时间越早有可能你
得到的分配就多一点。”陈伟东
说。目前供应商往往可以应对
30多万台年产规模的需求。如
果年产百万辆的那种规模，很多
供应商又应对不了。所以越是
大型企业，困境就越严重。从一
级供应商到二级代理商、原厂，

三个层面的高层都要去攻关和
争取。

1月广乘开了一个芯片供应
商线上大会，涉及多家芯片供应
商。会上广汽乘用车对每一家
进行逐一的确认，再把芯片的年
度需求计划给到供应商，马上抢
订全年的芯片。“我们跟供应商
不是两家人，既然能够配套，那
就是在同一个家里，就要共同去
应对。”陈伟东形容。“我们的做
法就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
不备。”

现在一台车里面的芯片，
90%都是进口芯片，而且都是核
心芯片。国内现在确实还做不
到整个完全本地化。比如涉及
车身控制的，对稳定性、可靠性、
耐久性、可制造性要求都很高的
的那种，国产芯片就很难满足。
另一方面，5G、家用电器都在抢
夺国外的芯片份额，以至于车用
芯片都会受到冲击，所以芯片供
应就会很紧张。

广汽乘用车采购部配套
科，是维护供应链稳定的核心
部门。虽然只有21人，但是却
承担起对外衔接、稳定链条的
枢纽作用。面对500多家供应
商10万多零件，零部件与生产
供应保障如何对接？广汽乘用
车采购部配套科科长陈伟东
说：首先是战略思想正确。从
公司的整体的机制流程来入
手，建立健全的供应保障机制，
分兵作战明确，落实到人。产、
供、研、销体制联动，每周定期
召开供应异常的信息整合会，
形成体制。第二个是快速行

动，异常通报机制及时共享，
24小时实时管控，有异常第一
时间通报出来，呈报给公司决
策层，快速决策，不耽误时间。

针对节假日，企业会启动
供应保障机制，提前策划，包括
生产计划的策划，建库人员管
理都要去应对。针对自然灾
害，全球芯片供应紧张，也马上
会启动供应保障机制来应对。
公司生产管理、物流领域、技术
中心、质量领域、制造领域联合
起来，与供应商一起，做到一点
一策一预案应对。

去年疫情期间，广汽乘用

车有一个供应商是湖北的线束
厂。十万火急之际，广汽方面
发函给对方，在确保防疫防控
要求的前提下，把模具工装拉
出来，运到江门那边供应商的
工厂。但是江门没有新的生产
线，于是广汽这边包括品质部
门、质量部门、技术部门，以及
供应商那边所有的人员参与建
立一条生产线。最快的速度是
37 个小时就建成了一条线！
再通过一周的时间进行质量品
质认可，这在国内也是难得的
例子，对于按时复产起到关键
的作用。

如何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资产
配置解决方案，东方红资产管理推出了
一款 FOF产品——东方红欣和平衡配
置 两 年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基 金 中 基 金
（FOF），2月22日至3月5日首发，旨在
全市场精选优质基金产品、优化资产配
置结构，帮助投资者在较低波动下追求

更高的收益。
该 FOF产品的基金份额自买入后

需锁定持有两年，鼓励投资者中长期持
有，避免投资者在择时操作中陷入“追
涨杀跌”，让基金收益率真正转化为基
民回报率。

（杨广）

东方红欣和平衡2月22日起发行
拟由中欧基金“稳健女神”王健管

理、交通银行托管的中欧嘉选混合基金
将于3月1日起正式发行。中欧嘉选混
合的股票仓位为 60%-95%，其中港股
通股票投资比例不超过股票资产的
50%。灵活配置优势凸显，能够更好地
分享A股和港股市场投资机遇。

展望后市，王健表示，今年随着新
冠疫苗逐步普及，国内经济及海外经济
将逐渐复苏，企业盈利也将随之恢复增
长态势。在流动性处于边际由松回归
到中性的背景下，预计今年权益市场将
受到企业盈利增长推动。

（杨广）

中欧嘉选混合3月1日发行
在年初多日连阳后，A股近期重回

振荡行情。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资深
基金经理、建信臻选拟任基金经理王东
杰表示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和资本市场
的长期竞争力充满信心。

据悉，由王东杰掌舵的新产品建信
臻选正在发行中。建信臻选将根据国

家经济发展阶段和核心赛道在品牌消
费品、智能制造、互联网、大金融四大看
好的领域内布局。选股方面，关注赛
道、核心竞争力和管理素质三大因素，
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质公司，买入并持
有，与时间做朋友。

（杨广）

建信基金王东杰看好四大领域

四大行和两桶油成
分红大户

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实际上
是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首先公司必
须具有可供实际分配的利润。上市
公司分红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
化股东投资回报的体现，也有利于提
升上市公司的规范化治理水平。

羊城晚报记者据同花顺 iFind 数
据库统计发现，在 A 股历史上，共有
3876 只上市公司进行过现金分红，历
史上累计分红金额超过千亿元的上
市公司共有 14家。

仅从 A 股市场的分红金额看，历
史上分红金额最高的是工商银行，在
A 股市场累计分红 7533.46 亿元，分红
金额遥遥领先；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
石油，历史累计分红 4728.37 亿元；排
在第三、第四位的是农业银行和中国

银行，历史分红总额分别是 4711.88 亿
元和 4328.11 亿元。排在第五位的中
国石化历史累计分红为 3376.25 亿元，
而中国神华、招商银行、上汽集团、交
通银行、兴业银行、长江电力、中国人
寿和中国平安历史累计分红都超过
千亿元。

如果将分红金额范围扩大到A股
以外的市场，工商银行在多市场合计
历史分红金额高达 9955.66 亿元，逼近
万亿元大关；紧随其后的是建设银
行，合计历史分红总额高达 7754.40
亿元；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银行，分
红总额为 6063.61 亿元。中国石油和
农 业 银 行 的 合 计 分 红 总 额 都 超 过
5000 亿元。

从分红大户所属的行业性质来
看, 银行、能源类企业成为大手笔分
红的主力干将，长江电力成为分红千
亿的唯一一家电力企业，而上汽集团
也成为分红大户中唯一一家汽车企

业，上述 14 家企业绝大多数是央企，
前 10 名基本被四大行和石油企业占
据。

如果把标准放宽到历史分红总额
超过 500 亿元的个股，则民生银行、贵
州茅台、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宝钢股
份、大秦铁路、万科 A、光大银行、格
力电器、中国太保、华能国际、中国建
筑、中信证券均榜上有名。

从分红的次数上看，历史上分红
次数最多的是中国石化，分红次数高
达 38 次；紧随其后的是万科 A，分红
次数达到 29 次；粤电力 A、佛山照明、
豫园股份的分红次数均是 28 次；申能
股份、上海石化、云南白药等 6 家上市
公司的分红次数都达到 27 次。历史
上分红次数超过 20 次的上市公司共
有211家。

高分红组合能获得
超额收益

除了累计分红总额外，股息率也
是观察上市公司分红的重要指标。
股息率是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比
率，最能体现投资者的分红收益率，
是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
要标尺之一。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以近 12
个月税前派息总和与最新股票市值
的比例计算，共有 111 只个股的股息
率超过 5%。股息率最高的是大东
方，在 2020 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中，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4.42 亿元，股
息率达 16.87%。此外，华夏幸福的股
息率达到 15.07%，文科园林的股息率

达到 14.90%。天威视讯、永利股份、
益佰制药、建新股份、广汇物流、长久
物流的股息率都超过 10%。

长期来看，高分红组合能获得明
显的超额收益。以沪深 A 股中现金
股息率高、分红比较稳定、具有一定
规模及流动性的 100 只股票为成分
股，以反映 A 股市场高红利股票的整
体表现的中证红利指数在 2010 年以
来累计上涨约 35.57%，而上证指数在
同期的累计涨跌幅仅为 11.15%。如
果考虑红利再投资的复利效应，高分
红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将更高。

截至 2 月 22 日收盘，在 2020 年年
报披露期间，共有 19 家上市公司披
露了 2020 年度的分红预案，不少上
市公司都给出了较为慷慨的分配预
案。比如，主营生物医用材料的爱
美客披露，基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
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以及对未
来发展的良好预期，为积极合理回
报投资者、共享企业价值，拟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
税），合 计 派 发 现 金 股 利 42070 万
元 。 同 时 进 行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向 全 体 股 东 每 10 股 转 增 8 股 。
而 中 国 平 安 在 去 年 实 现 总 收 入
13214.18 亿元，同比增长 3.8%；实现
净利润 1430.99 亿元，同比下降 4.2%，
拟向股东派发全年股息每股 2.20 元，
同比增长 7.3％。

有的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较低。比
如，沃尔核材和蔚蓝锂芯军给出了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的分
红预案。随着 2020 年年报披露进入
高峰期，相信越来越多上市公司会给
出可观的分红方案。

图/文 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 新年赴港上市又近一步
立白旗下公司通过聆讯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农历新年伊始，立白集团旗
下的“驱蚊一哥”朝云集团正在抓
紧向港交所发起冲刺！继去年8
月份正式提交港股说明书之后，
2月16日朝云集团通过港交所聆
讯，有望成为立白集团首家上市
公司。据了解，摩根大通、中金
公司为其联席保荐人。按照此
前的消息显示，朝云集团拟募资
约3亿美元。

朝云发力宠物护理领域

朝云集团初步上市文件显
示，集团集资所得资金计划用于
新产品研发及现有产品升级、促
进研发中心的建设及升级、为研
发团队招募更多有经验及才能
的人。

官方资料显示，朝云集团致
力于打造一站式多品类家居护理
及个人护理平台，覆盖杀虫驱蚊、
家居清洁、空气护理、个人护理、
宠物护理等产品，主要涉及七个
核心品牌，即威王、超威、贝贝健、
西兰、润之素、倔强的尾巴及德
是。其中，公司的核心产品超威
杀虫驱蚊产品、威王杀菌消毒液
等都是市面上耳熟能详的品牌。

招股书显示，朝云集团2017
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前9
个月（前三季度）营收分别为13.46
亿 元 、13.50 亿 元 、13.83 亿 元 、
14.60亿元，期内利润（净利润）分
别为1.70亿元、1.77亿元、1.84亿
元和2.15亿元。

从主营来看，有着“驱蚊一哥”
之称的朝云集团对于杀虫驱蚊业
务板块依赖性较高。招股书显示，
在2017-2019年和2020年第一季
度，公司驱蚊类产品的营收占比分
别为68.4%、69.4%、63.3%、70.8%
及61.5%，均超过了六成。

不过，在传统业务之外，朝云
集团也开始布局高增长的宠物护
理领域。此前，朝云集团凭借旗
下“倔强的尾巴”和“德是”两个品
牌切入宠物护理领域。据悉，自
倔强的尾巴品牌于2019年9月登
录天猫平台后，品牌店铺在短时
间内突破11万粉丝，打造出月销7
万+的爆款好物。

目前，在朝云集团的所有细
分品类中，宠物护理产品的毛利
率最高，2020年第一季度的毛利
率为61.7%，同时在2017- 2019
年，朝云集团的毛利率由35.9%提
升至43.4%，提高了7.5个百分点，
宠物护理板块有望成为朝云集团
的持续发力点。

立白迎来首家上市公司

朝云集团与立白集团渊源颇
深。2018年，立白集团剥离出一
个事业部，并由此组建朝云集
团。从历年来的公开报道中，无
论是立白集团的创始人还是其主
要对外新闻发言人，面对上市的
问题的回答都显得较为“顺其自
然”。而此次朝云集团“打前战”，
也被外界认为是“立白系”上市融
资的初试水。

在朝云集团IPO前，立白集团
创始人陈凯旋及陈凯臣两兄弟及
其配偶合计持股99%。其中，陈
凯旋持股6.5%，李若虹（陈凯旋妻
子）持股58.5%，陈凯臣持股3.5%，
马惠真（陈凯臣妻子）持股31.5%，
共同构成一致行动人。

天眼查资料显示，担任朝云集
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的则
是陈凯臣之女、高姿化妆品董事长
陈丹霞，这也与立白家族二代们逐
渐走上幕前的大趋势相吻合。

“背靠大树”的朝云集团借助
控股公司立白集团的渠道和资
源，实现了业绩增效。招股书确
认，朝云集团通过与立白集团建
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实现协同增效
的智慧合作。同时，通过立白集
团获得大客户和若干企业及团体
客户及海外经销商。

招股书显示，朝云集团通过
与立白签订销售框架协议，获得
立白48家大客户（包括沃尔玛、家
乐福等全国性、区域性大卖场、超
市、百货商店及便利店）销售，目
前覆盖了约11000个销售点。招
股书也提到，朝云集团在广州番
禺、江西安福有两大生产基地，在
销售货品需求量最大的时节，还
将部分生产外包给立白集团及其
他第三方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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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主机厂对零部件稳定
供应有着高度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