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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建设持续推进，为拓展居民投资渠道和提高财
产性收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来，A股市场在回报投资者方面成绩斐
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意愿、分红金额及稳定性
不断提高，分红水平已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相
当，成为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新渠
道。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A股上市
公司累计现金分红超过9.15万亿元。

银行业各年度分红总额
稳居所有行业之首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8月末，A股
上市公司数量达 4893家。其中，2021年度发布
现金分红预案的上市公司共3333家。

从年度分红总额看，2012年，A股现金分红
金额为 5220.27亿元，至 2018年，A股现金分红
金额超过万亿元，2021年则超过 1.5万亿元，与
2012年相比增长 194.16%。有 732家A股公司
自2012年以来连续10年进行现金分红，2012年
合计现金分红总额4359.58亿元，至2021年分红
总额已达 9201.70 亿元，十年间增长 111.07%。
A股市场现金分红金额增速呈加快趋势，尤其是
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约 4万亿元，较之前的三
年增长43.62%。

广州国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周
权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能给市场提供增量资金，促进市场投融资的
良性循环。对投资者来说，分红是判断上市公
司投资价值的标准之一，稳定的分红会增强投
资者对公司未来的信心。对上市公司来说，分
红表明企业整体资金面向好，流动资金充裕，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获得资本市场认可。”

从分红公司的行业分布看，银行业出手最
为阔绰。同花顺数据显示，A股市场共有9家公
司连续 10 年 (2012 年至 2021 年)股息率均超
3%。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上述公司分布在银
行(5家)、交通运输(2家)、纺织服装(1家)和汽车
（1家）等四大行业。

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012年以来银行
业各年度分红总额均位居各行业之首，且银行
业2012年的年度累计分红总额就已经达到
2076.34亿元，较大幅度领先当年位居第二的石
油石化行业（681.05亿元）。2019年，银行业年
度累计分红总额首次突破 3000亿元 ，达到
3348.98亿元。而2021年，银行业的年度累计分
红总额已经达到3765.40亿元，与位居第二位的
非银金融行业（1038.90亿元）依然保持了较大
差距。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
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银
行业分红金额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过去数年，
我国经济发展增速较快，银行业也保持了增长
态势；二是多数银行现金流较充足，且资产规模
往往是利润的数百倍，分红能力很强。

这十年，现金分红总额超百亿元的A股公
司数量逐步上升。同花顺数据显示，2012年年
度现金分红总额超过百亿元的A股公司共有 8
家。而 2021年，现金分红总额超过百亿元的A
股公司数量升至 24家，十年间现金分红总额超
百亿元的A股公司数量增长200%。

特别是工商银行，已经连续十年蝉联A股
市场年度累计分红总额榜榜首，其年度分红总
额一直维持在600亿元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
700亿元，2021年为 790.77亿元，2012年以来的
工商银行 A 股市场年度分红总额累计达到
6811.32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A股市场年度
分红总额前三名在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神
华、中国石油、农业银行、中国石化等6家公司之
间轮转。

以石油石化行业中的中国石化为例，十年
来，每年均实施分红派现，累计现金分红达到
2813.13 亿元，且近三年（2019 年至 2021 年，下
同）现金分红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均在 30%以
上。煤炭行业中的中国神华现金分红也堪称阔
绰，近三年现金分红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均在
27%以上。

海岛资产董事长张锐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A股上市企业根据
每年实际经营情况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分红
在A股市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不但与长期
投资理念深入人心有关，还缘于相关政策的引
导、推动。”

政策持续推动
分红总额一年一个新台阶

这十年，A股市场持续回报投资者，既与投
资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又关系到资本市场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是制度建设领域的重要
课题。目前，通过分红积极回报投资者已成为
市场参与各方的广泛共识。

早在 2012 年 5 月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明确，对于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
上市公司，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应说明公司现金
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2012 年度 A 股市场共
有 1758 家公司实施分红，年度分红总额为
5220.27亿元。

2013 年 1 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鼓励上市公司每年度
均实施现金分红。

紧接着，2013 年 11 月份，证监会发布《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基于现金分红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的理
念，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持续不断的政策推动，令积极分红回报投
资者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长。2014年，A
股市场有 1949家上市公司实施分红，年度分红
总额一举突破6000亿元，达6275.56亿元。

此后，有关分红的政策接力持续。2015年
8 月 31 日，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上市公
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提
出“积极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支持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对
此，盘和林认为，“这一政策意在推动上市公司
主动分红，引导上市公司进一步重视回报投资
者，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引导投资者进
行价值投资。”

在政策持续推动下，A股市场的分红总额
一年一个台阶。2015年，进行分红的上市公司

一举超过 2000家，达到 2096家，A股市场年度
分红总额达到 6742.57亿元；2016年，年度分红
总额迈上 7000亿元新台阶，达到 7592.47亿元；
2018年，A股市场年度分红总额突破万亿元，达
到创纪录的 10378.14亿元，比上年增长 7.13%；
2019年，A股市场年度分红总额站上1.1万亿元
台阶。

为了继续鼓励企业用真金白银回馈投资
者，2020年10月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通过
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回报投资者”；2021
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2022年 1
月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
案》提出，“探索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和引
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从分红数据看，2020年进行分红的上市公
司家数达到 3000家以上，年度分红总额一跃突
破 1.2万亿元，达 12947.32亿元。2021年，A股
市场的年度分红总额则突破 1.5 万亿元，达
15356.21亿元。

A股分红总额的持续增长，还得益于上市公
司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与业绩水平的持续提升。

以上市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为例，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平均值为
6.19 亿元，到了 2021 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
10.49亿元，腰包越来越鼓成为上市公司分红越
来越阔绰的重要原因。

分红公司越来越多
投资者获得感满满

广州市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首席
研究员吴啟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十

年间，A 股市场每年都分红的企业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坚持价值投资的机构投资者感受十
分明显。”

北京兰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张江红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对于长期持股的价值投资
者来说，分红是相对稳定的收益，分红后除权除
息导致的股价暂时下跌并不影响上市公司基本
面。“管理投资业务以来，我已经历过数次分红，
且分红频率正逐年提升。”

“分红政策透明且稳定，为投资者提供了
明确的政策预期，上市公司在此期间也积极响
应、积极分红，切实保护了投资者权益，加强了
股东回报。”铭环资产执行合伙人夏天对记者
表示。

陈先生是自1997年进入A股市场的个人投
资者，经历过多次分红，他深有感触地对记者
说：“近十年进行分红的A股公司确实越来越
多。当投资者有分红预期时，就愿意延长持股
时间。这有利于培育长期投资者，进而有利于A
股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近十年，A股市场分红已成常态，当上市公
司以经营成果回馈投资者时，投资者的投资意
愿也会增强，这有助于形成资金在实体企业和
资本市场间的良性循环。”张江红表示。

A股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
十年累计现金分红超9万亿元

本报记者 姚 尧

“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通过
分红回馈投资者。”中国产业经济调研中心特
邀研究员余丰慧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特别
是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上市公司业绩水平
稳步提升，以及A股市场分红制度逐步完善，
一批上市公司更是以连续多年分红积极回报
投资者。”

分红水平的提升也体现在上市公司股息率
变化上。《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了2012年至2021
年前十大高股息率公司。数据显示，2012年前
十大高股息率公司的股息率平均值为8.16%，而
2021年前十大高股息率公司的股息率平均值已
升至18.04%，上涨超过一倍。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12年至 2021
年，共有 48家公司曾进入年度前十大高股息率
公司（剔除上市不足 10年的公司）。其中，荣盛

发展、泛海控股、九牧王、方大特钢等 13家公司
多次出现在前十大高股息率公司榜单中（不低
于3次），这些公司10年平均股息率均超5%。

业绩长期稳定增长、盈利能力较强等或为
这些公司持续高分红的原因。《证券日报》记者
统计发现，在上述13家公司中，有9家公司十年
间营业总收入复合增长率均超 5%，海澜之家、
金科股份和泛海控股等 3家公司十年间营业总
收入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30.63%、27.53%和
22.24%。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
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市公司基本面总体向好。上市公司业
绩持续改善是其以高分红回报投资者的基础和
保障，有赚钱能力才有分红能力，而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上市公司实现高分红夯实基础。”

净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也是上述13家公司

的共同特征。上述公司中，方大特钢、海澜之家
等 11 家公司十年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超
10%，彰显其较强的经营能力。

盘和林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方面
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
经济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强企业分红相关制度
建设，引导价值投资，形成了良性循环。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这 13家公司主要集
中在房地产和钢铁两个申万一级行业，分别有4
家和3家。

对此，盘和林表示：“一方面，过去十年间房
地产、钢铁行业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积累了大
量可分配利润；另一方面，分红也是相关公司回
馈投资者、回报社会的较好方式。”

广州市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研
究员吴啟宏对记者表示：“近年来，随着A股市
场持续高质量发展，上市公司分红意愿增强，这
也是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业绩长期稳定增长盈利能力强
13家公司十年平均股息率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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