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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风云三十年，中国资本
市场不仅为实体经济的“枝繁叶茂”
提供了重要的“输血供氧”渠道，也成
为无数投资者创造财富、分享经济增
长成果的热土。其中，作为投资回报
的重要形式，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家
数和规模提升尤为可喜，从1990年的
数家上市公司零分红开始，到2019年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合计派现1.22万亿
元，“真金白银”落袋的现金分红已成
为投资者财产性收入的“新渠道”。

随着上市公司投资回报意识的
日益增强，A股涌现出越来越多“现金
奶牛”型上市公司，凭借长期稳健成
长的业绩和慷慨分红，实力“圈粉”投
资者。下面就是《证券日报》兼顾代
表性和不同行业板块的特点，在长期
持续、稳定并积极分红的上市公司中
精心“选秀”，向读者推出的一组厚报
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天团”。

本报记者 向炎涛

作为国内石油化工行业龙头，中
国石化多年来的高分红一直备受资
本市场关注。同花顺数据显示，自
2001年上市以来，中国石化累计分红
38次，累计分红金额4250.7亿元，其中
A 股 分 红 3376.25 亿 元 ，港 股 分 红
874.45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2015年
以来，中国石化分红金额屡破新高，并
在2017年以605亿元的年度总分红金
额创上市以来新高。2015年至2019
年，中国石化分红金额分别为182亿
元、301亿元、605亿元、508.5亿元、375
亿元，5年累计分红额近2000亿元。

中国石化还是A股市场中少有的
每年两次分红的公司，且持续保持较
高的派息率。2015年至2019年，中国
石化每年派息率分别为56%、64.6%、
118%、81%、65.3%，近5年平均股息率
近6%。

今年10月22日，中国石化进行半
年度特殊派息，A股每股特殊股息为现
金0.07元人民币（含税），累计派息84.7
亿元，其中A股派息约67亿元。

“中石化作为石化龙头，现金流
强，有分红意愿和能力，对于这样的
稳定高比例分红的大型央企，对比当
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具有更好的投
资价值。如果未来能继续以高分红
回报股东，我肯定会一直持有。”一位

中石化的投资者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作为“石化双雄”之一，有别于中
石油的是，中国石化的业务更加集中
于石化产业链的中游及下游，也就是
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

根据民生证券发布的研报，规模
优势、网络渠道优势及技术壁垒等为
中国石化打造了牢固的护城河。中国
石化是国内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大型
能源化工公司，炼油及乙烯能力国内
排名第一。公司通过规模效应能有效
降低成本，通过一体化增强业务协调
及抗风险能力。此外，中国石化成品
油销售网络及成品油销量均在国内排
名第一。截至2019年底，中国石化在

国内核心区域布局中国石化品牌加油
站30702座，同比增加0.1%。中国石化
加油站在国内布局较早，具有先发优
势和排他性，是公司销售网络的核心
壁垒。

中金公司在近期发布的研报中指
出，在顺周期的市场投资风格下，中国
石化盈利恢复，叠加高分红预期，有望
带来估值的进一步修复。考虑到今年
管道重组带来的527亿元现金，截至三
季度末，公司在手现金超过 1800亿
元。在全年预测盈利400亿元的基础
上，预计公司有望在2020年派息70%
（2019年派息率为65%），总分红额将达
280亿元，对应的A/H股的股息率分别
是5.6%/7.2%。

上市以来现金分红超4000亿元
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凸显优势

本报记者 李乔宇

在资本市场上，中国神华在分红
风格慷慨的上市公司中一直是翘楚。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公司累计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34
亿元，累计现金分红金额2341亿元。
其中，2016年派发特别股息499.23亿
元，分红率达51%，为动力煤板块最高。

中国神华《公司章程》显示：“在符
合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35%”，且2019年至2021年度每

年按《公司章程》规定方式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提高至不少于公司当年实
现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

对此，信达证券在研报中表示，
中国神华具有一体化经营的核心资
产，特许经营权价值独一无二；经营
业绩具有高确定性和强稳定性；所布
局的各板块均有亮点，煤炭主业仍具
增长潜力。信达证券表示，中国神华
的现金属性及高股息更加凸显其配
置价值。

早在13年前A股上市之时，中国神

华已经是个“煤炭巨人”了，在2007年
实现营业收入821.07亿元。在中国神
华上市以来的十几年中，“煤炭巨人”
仍在高速成长。2019年，中国神华实
现营收2418.71亿元，较2007年同比增
长1.9倍。

随着一年供暖季的到来，煤炭行
业再度迎来需求高峰期。在这片幅员
辽阔的神州大地上，能够满足冬季供
暖用煤需求意味着亿吨级别的煤炭储
备。70年前的1949年，中国原煤产量
仅0.3亿吨，这一数字在今天仅相当于
东北部分地区一个冬天的供暖用煤需

求量。到了2019年，我国原煤产量已
达37.46亿吨，在70年岁月中增长了百
余倍。

我国煤炭供应能力由弱到强的发
展过程中，作为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大煤
炭销售商、拥有最大规模煤炭储量的中
国神华，亦在背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爆发出
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
国神华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
谈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中国神华也
是这样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中国神华上市后累计分红2341亿元
高分红彰显“煤炭巨人”价值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许 伟

2020 年三季报显示，作为国内汽
车业龙头的上汽集团，营业总收入排
在上海地区上市公司的首位，净利润
额仅次于交通银行与浦发银行，排在
上海地区上市公司的第三位，排名上
海地区非金融实业类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首位。

1997年上市的上汽集团，主营业务
是整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旗下拥有上

汽大众、上汽通用等重要合营企业以及
上汽通用五菱等重要子公司。在国内车
企销量排行以及销售收入排行上，上汽
集团已多年坐稳国内第一的宝座。作为
上海地区的骨干国企，在回报股东方面，
上汽集团也毫不吝啬，积极体现国企担
当。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 2019年，
上汽集团分别实现现金分红 149.95亿
元、192.78亿元、213.81亿元、147.21亿
元、102.81亿元，合计达806.56亿元。上
市以来，上汽集团已累计实施现金分红

1268.02 亿 元 ，整 体 分 红 比 例 达 到
41.67%。

进入 2020 年下半年，特斯拉市值
登顶全球车企，蔚来等造车新势力也
股价飞涨，传统车企在新形势下面临
新的挑战与机遇。事实上，上汽集团
早已加快创新转型，力争从传统制造
型企业，向为消费者提供移动出行服
务与产品综合供应商发展。为此，上
汽集团提出了“新四化”战略，即“电动
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国际化”。在
新能源领域，上汽集团早早布局燃料

电池汽车；上汽集团旗下的“享道出
行”品牌刚迎来 2周岁生日；最近，上汽
集团更是联合浦东新区与阿里巴巴推
出高端智能纯电汽车项目“智己汽
车”。

上汽集团方面表示，将会在努力
提升业绩的同时，深入部署推进创新
链建设，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重构
的过程中，全力抢占有利地位和制高
点，加快推动业务转型升级，向成为具
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汽
车企业的目标大步迈进。

5年现金分红超800亿元
上汽集团推“新四化”积极拥抱车市变革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林娉莹

虽然上市时间不长，但在A股市
场，美的集团一直是在实现稳健成长
的同时，坚持真金白银地高比例分红
上市公司的典型样本。

自2013年上市以来，美的集团每
年现金分红比例维持在40%以上。在
过去5年，美的集团合计现金分红391.8
亿元。今年6月份，美的集团向股东派
发 2019 年 度 利 润 分 红 ，此 次 合 计
111.31亿元的分红金额不仅令市场叹
为观止，还双双创下公司上市以来的最
高分红金额与最高股利支付率纪录。

数据显示，2019年，美的集团实
现归母净利润 242.11亿元，当期股利
支付率为 45.98%。 2015 年至 2018
年，公司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27.07
亿元、146.84亿元、172.84亿元、202.31
亿元，现金分红额依次为 51.21亿元、
64.66亿元、79.01亿元和 85.62亿元，
股利支付率分别为 40.3%、44.03%、
45.71%、42.32%。

令股东“喜闻乐见”的的高比例现
金分红背后，是美的集团稳健增长的经
营业绩。根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
至去年，美的集团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
5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4.44% 、
18.18%。而2020年前三季度，在行业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美的
集团依然实现营业收入2177.53亿元，

同比仅微降 1.81%；实现归母净利润
220.18亿元，同比增长3.29%。

经过多年布局，美的集团如今已
是一家全产业链、全产品线的家电及
暖通空调系统企业，也是一家覆盖消
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
统、数字化业务四大业务板块的全球
科技集团。

凭借研发创新能力、全产业链制
造优势和稳固渠道网络，当前公司的
主要产品均居行业领先地位。同时，
得益于在线上渠道的布局与线下物流
系统的数字化改造，美的已成为中国
家电全网销售规模最大的公司。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的
全网销售规模超 430亿元，同比增幅
超 30%，并在京东、天猫、苏宁易购等
主流电商平台上连续8年保持了家电
全品类第一的行业地位。在 2020年

“双 11”期间，美的系全网总销售额突
破 113亿元，实现新增会员 209万，同
比增长约643%。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美的集团提
出“全面数字化、全面智能化”的转型
规划，旨在推动公司从以硬件为主转
变为以数据驱动的创新型科技集团。
据悉，除了已在数字化项目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果，公司还将加速推进 5G+
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部署和相关应
用探索。今年上半年，美的集团共有
7个事业部的11个园区已开展5G+工
业互联网试点探索。

稳“赚钱”不忘回馈股东
美的集团5年现金分红391.8亿元

本报记者 王 鹤

“买茅台等于买黄金”“喝酒喝到
茅台这个级别，就算是喝到位了。”业
内人士的金句点评，直接道出了茅台
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自 2001 年登陆资本市场以来，
贵州茅台的股价一路穿越牛熊周
期，从发行价的 31.39 元/股，到 2007
年成为股改后沪深两市首只百元
股，再到2019年年中首次突破千元大
关，进而到今年一度站上 1875 元/股
的高位，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贵州茅
台的市值也水涨船高，相继突破 1万
亿元、2万亿元大关，稳坐“A股市值
一哥”的宝座。

贵州茅台股价、市值高增长的背
后，离不开业绩的强有力支撑。在茅
台酒及系列酒领域深耕的贵州茅台，
其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已连续 19年
增长。数据显示，2001年，贵州茅台
实现营业总收入16.18亿元，归属净利
润为3.28亿元；今年前三季度，贵州茅
台实现营业总收入695.7亿元，实现归
属净利润338.3亿元。

上市19年来，贵州茅台一路收获，
也在一路回馈。统计数据显示，贵州茅
台上市至今，已累计分红超过970亿元，

约为上市首发募资额的43倍，占上市以
来净利润总额的46%,近5年现金分红比
例均超过50%，俨然是A股市场中的“分
红王”。

贵州茅台奉行的高分红回报，是
上市公司对股东及投资者最大的诚信
体现。公司董事长高卫东曾在 2019
年股东大会上坦言：“从理性角度讲，
你们是茅台的投资者；从情感角度讲，
你们是茅台的‘家人’。无论是哪一种
角色，初衷都是希望茅台的发展会更
好。”

对贵州省的发展，茅台也在积极
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贵州茅台
的母公司，茅台集团发布的《社会责任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茅台集
团实现税收 430亿元，上缴税收约占
全省税收收入总额的18%。

另外，自“十二五”以来，茅台集团
用于捐资助学、兴办教育、扶贫济困、
义赈救灾、环境保护、扶农兴农以及支
持地方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投资已达90亿元。

在业内人士眼中，茅台已不单
纯是一瓶酱香酒，在引领整个中国
酱香酒发展方向后，茅台更是成为
贵州省的一张名片和扶贫攻坚的排
头兵。

上市19年累计分红超970亿元
贵州茅台稳坐“市值一哥”宝座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李昱丞

在A股超4000家上市公司中，很难
找到一家比万科更“长青”的企业。自
1991年1月29日上市以来，万科的发展
几乎贯穿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全部历
程，也是A股持续分红时间最长的企业。

数据显示，在上市近30年的时间里，
万科累计实施现金分红691.71亿元，分
红率高达28.62%。在2015年至2019年
的5年里，万科现金分红金额达502.27亿
元，股利支付率平均值为37.22%。

慷慨分红的背后，离不开长期稳
健的业绩支撑。上市以来，万科创造
了一项纪录，每一财务年度都实现盈
利，是A股上市公司中持续盈利年限
最长的公司。从1991年到2019年，万
科的营业收入从4.23亿元增至3678.94
亿元，净利润从2319万元增至551.32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27.35%
和29.81%，成为长期主义的典范。

在创业早期阶段，万科一度选择
多元化道路。但从1994年开始，万科
坚定不移地做减法，聚焦住宅开发主
业，出售了除主业之外的所有业务。
2019年，万科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销
售金额6308.4亿元，同比增长3.9%；销

售面积4112.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8%；当年房地产开发业务结算收入
达 3526.54 亿 元 ，占 营 业 总 收 入 的
95.86%，基本盘牢固。

不过，万科也并非守成不变。
2012年后，万科判断住宅开发行业进
入白银时代，公司开启了从房地产开
发商向“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转型
的过程。在业务上，万科在物业服务、
商业地产、物流仓储等方面发力，旨在
寻求不动产开发的相关多元化；在组
织上，2018年万科提出战略检讨、业务
梳理、组织重建、事人匹配的经营管理
提升主线，按照“事在人先”的基本原
则，将以职能、层级为骨架的传统刚性
组织，变革为以任务、合伙为纽带的新
一代柔性组织。

从多元化到房地产再到地产相关
多元化，正是基于对周期的精准把握，
万科在波动较大的房地产行业中始终
乘风破浪，公司也因此受到资本市场
的长期青睐。截至2020年12月17日收
盘，按照后复权计算，剔除上市首日涨
跌幅并考虑分红再投资的影响，自上
市以来万科的股价累计涨幅约为
303.42倍，仅次于泸州老窖、贵州茅台
和伊利股份，在所有A股上市公司中
排名第四。

上市后累计分红近700亿元
万科A积极践行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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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每年
稳定分红的公司并不少，保持高速成长
的公司也很多，但既能稳定分红派息又
能保持较高成长性的公司却不多，海康
威视无疑是其中名列前茅的一家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海康威视是一家以
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
大数据服务提供商，业务聚焦于综合安
防、大数据服务和智慧业务，构建开放
合作生态，为公共服务领域用户、企事
业用户和中小企业用户提供服务，致力

于构筑云边融合、物信融合、数智融合
的智慧城市和数字化企业。在综合安
防领域，根据Omdia报告，海康威视连续
8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拥有
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的24.1%。

自2010年登陆资本市场以来，海康
威视十年来稳定实施现金分红从未中
断。《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仅
2015年至2019年的5年里，海康威视的
现金分红额分别为28.48亿元、36.92亿
元、46.14亿元、56.09亿元、45.42亿元，累
计分红达213.05亿元。

近年来，证监会持续推行“现金分
红回报股东”的理念，鼓励有能力分红

的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海康威视
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充分考虑投
资者回报，利润分配政策要保持连续性
和稳定性，每年现金分红应不低于当年
可分配净利润的10%，同时兼顾长远利
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的持续
发展。实际上，海康威视上市后每年股
利支付率均远超10%。

值得一提的是，海康威视上市以来
从未增发股份进行再融资，截至目前累
计分红额已远超IPO募资总额34亿元，
是A股市场中为数不多的“少拿多给”的
上市公司之一，仅近5年现金分红额就
是当初IPO募资金额的6倍有余。

除了高分红外，高比例的研发投入
是海康威视长久以来的另一显著特
征。作为一家技术型公司，海康威视一
直把技术创新作为维持公司高速发展
的主要经营手段。近年来，为应对技术
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公司的研发费用
从2017年的31.94亿元增至2019年的
54.84亿元，占公司销售额的比例也从
2017年的7.62%提高到2019年的9.51%。

海康威视曾公开表示，未来会继续
以更大的研发投入应对更多的不确定
性，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提供平台，
为股东提供回报。无论宏观经济情况
如何，公司都会坚持技术创新。

上市十年高额分红从未间断
海康威视以技术创新支撑高速稳健成长

资本市场三十年铸就“聚宝盆”高分红上市公司圈粉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