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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觀點：收益率上升如何影響股票估值 

 

    

本月我們將剖析股息貼現模型(DDM)、它的各種用途以及收益率上升如何影響股票估值的內在

價值。本文將是我們研究收益率上升環境對各種基本因素和技術股票因素影響系列文章的第一

篇。 

 

首先，我們將定義創建DDM的方程式(涵蓋每個變量)，以及它如何與方程式的其餘部分相互作

用。然後我們將討論收益率上升如何影響股票的內在價值，因為隨著加息的進行，風險回報的

權衡將變得更加重要。最後，我們將通過我們的月度行業觀點將這些資訊轉化為各個經濟領

域。 

 

首先，讓我們從介紹DDM公式開始，然後我們將解釋其中的內容。方程式如下。 

 

 
 

 
DDM的目標是快速和輕鬆地利用資產的可用資源了解該資產哪些內在價值基於某些市場和公司

的預期。它以一間公司所有折算至現值未來股息的總和為其估值。貼現率(re)或個別公司的資

本成本與利率呈正相關性。這意味著隨著加息的進行，假設增長(g)穩定，持有證券的成本也

會上升。 

 

公式的第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分子，它由今天股息乘以未來一段時間股息的增長組成。例如，

如果一間公司今天支付2美元的股息，並且其股息增長率為5%，則D0=2美元，而D1=2美元

(1.05)=2.10美元。第二個主要組成部分是分母，它是公司要求回報(也稱為貼現率或資本成本)

與其增長率之間的差異。例如，假設我們剛才提到今天支付2美元股息的公司增長率為5%，其資

本成本為10%。它的分母是10%的要求回報減去5%的增長率，即5%。 

 

這一切與估值有何關係？儘管DDM似乎是一種過於簡化的證券估值方法，但由於其被廣泛使

用，它對股票估值分析意義重大。 

股息貼現模型(DDM) 

P0 

D0(1+g) 

(re-g) 

即： 

P0=公司的內在價值 

D0=今天的股息 

D0(1+g)=今天的股息乘以未來的預期增長 

re=公司的資本成本(也稱為要求回報或貼現率) 

g=永久化的公司股息增長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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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式可被快速計算，輸入可被操縱和調整，可輕鬆進行各種情況的壓力測試。所以，讓我們把

上面提到的例子湊合起來。 

 
 

 

這意味著考慮到今天2美元的股息、5%的增長預期和10%的資本成本，這間公司的內在價值為42美

元。如果這間公司在市場上的交易價格高於42美元，它是定價過高，應該被賣出，如果它的交易價

格低於42美元，它是價格偏低，應該被買入。 

 

現在，如果方程式的要求回報組成部分上升，但沒有對公司更高增長的預期，分母中兩個變量之

間的差異就會擴大，拉低公司的內在價值。假設預期加息，可能會將貼現率從10%提高到12%。 

 
 

 

貼現率上升2%似乎並不顯著，卻可使公司從30美元被重估至42美元，下降28.6%。這是重要的，有

助闡明為何1月對股市來說是個艱難的月份。 
 

精明的投資者可能會想到不支付股息的股票會發生什麼事情。與許多處於成長階段的公司一樣，

這些公司將其收益再投資於其業務。如前所述，DDM以一間公司所有折算至現值未來股息的總和為

其估值。因此，這些側重增長公司的大部分價值來自遙遠的未來，與目前正在產生正現金流的公

司相比，未知數要多很多。俗話有云︰「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今天的股息比承諾明天股息

更高更有價值。因此，增長型技術相關公司被稱為「長期」，並且與固定收益類似，長期資產對

加息更敏感。 

 

這將我們帶到了今天，投資者面臨美聯儲(Fed)將提高政策利率的經濟格局，這轉化為更高的貼現

率，導致估值下降。如果公司增長保持穩定，預期側重價值的行業和公司將領先業績，而其側重增

長的同行可能會陷入困境。 

 

有關我們目前的觀點，請參考下頁的行業表。 
 

P0 
2美元(1+0.05) 

(0.10-0.05) 

P0 
2美元(1+0.05) 

(0.12-0.05) 

2.10美元 

0.05 

2.10美元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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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對美國行業的觀點 
 

 
正面因素 負面因素 總體觀點 

通訊服務 

訂閱服務(包括串流)

合理積極趨勢的受惠

者。擴增實境和元宇

宙發展的潛在未來受

惠者。 

半導體芯片短缺繼續對行

業產生負面影響，並可能

持續到2023年。1 

加息將對適用於未來收益和

現金流的貼現率產生不利影

響。這可能會鼓勵從增長型

轉向價值型，並將對市場情

緒產生負面影響。 

減持 

非必需消費品 

消費者增加採用在線訂

購和送貨以及店內取

貨，以適應大流行環

境。 

非必需消費品是勞動密集的

行業。如果公司無法轉嫁通

脹壓力，工資壓力加上材料

和運輸投入成本上漲將對利

潤構成風險。 

受供應鏈中斷的不利影響，

尤其是汽車行業的半導體短

缺。海運延誤和空運成本上

升都是不利因素。 
減持 

必需消費品 

如果Omicron變種病毒病

例在冬季繼續增加，由

於該行業與經濟週期的

相關性較低，因此雖然

經濟低迷，其需求可能

會保持穩定。儘管

Omicron病例看似 

通貨膨脹將對無法將不斷上

漲材料成本轉嫁給最終消費

者公司的利潤率產生負面影

響。在我們的定價能力分析

中，必需消費品的得分普遍

較低。 
市場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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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顯著下降。 空運和海運成本上漲可能會

對公司利潤產生負面影響。2 

 

能源 

與俄羅斯的緊張局勢升

級可導致全球能源價格

上漲，對該行業產生積

極影響(俄羅斯為出口

至歐洲的大型天然氣出

口國)。美國已在很大

程度上重新開放，並繼

續在應對新冠肺炎方面

取得進展，原油需求已

準備好受惠於全球重新

開放和增長加快。 

能源行業依賴全球需求和流

動性。因此，它是對不斷上

升新冠肺炎病例最敏感的行

業之一。Omicron變種病毒

和旅遊限制對該行業不利。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可能

會減少石油需求。對

「恢復正常生活」的信

心可能會導致產量上

升，增加供應並降低價

格。 

增持 

金融 

金融行業受惠於經濟增

長加快、加息和更陡峭

的收益率曲線。強勁的

資產負債表、吸引的估

值和持續的週期性反彈

為銀行業績奠定了基

礎。3 

高現金水平和低貸款需求正

在阻礙收入，儘管最近貸款

增長已轉為正數。4 

經濟增長率達到頂峰可抵

銷有利的加息。 

減息或收益率曲線變得平坦

對金融業不利。 增持 

醫療保健 

由於全球人口老齡化和

新興市場的中產階級不

斷壯大，人口統計數據

對此行業有利。美國疾

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建議

注射加強劑 

藥品定價壓力仍然是一個風

險因素，儘管立法進程緩

慢，目前預料不會通過任何

重大事項。 增持 

 
 
 
 

我們的ETF  關於 最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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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Omicron變種病毒對

藥廠和護理服務提供者

來說都是一個福音。5 

  

工業 

國內生產總值上升、加

息、通貨膨脹升溫和基

礎設施支出潛在增長的

受惠者。回岸和向自動

化基礎設施支出轉型將

對機械人和人工智能長

期有利。 

槓桿率上升、估值日益

昂貴以及盈利波動性上

升可能會削弱該行業的

表現。6供應鏈問題可能

是工業行業的主要阻

力。公司發布的第四季

度指引負面多於正面。 市場權重 

資訊科技 

軟件公司應可受惠於資

本支出的上漲，因為公

司希望在工資上漲的情

況下提高生產力。7 

 
隨著社會適應新技術，

雲端計算、網絡安全和

清潔技術等某些關鍵顛

覆性技術的日益普及在

後新冠肺炎世界應可持

續。這種轉變可能會繼

續下去。 

加強監管審查是該行業面臨

的風險。兩黨都支持加強監

管這個領域。加息將對技術

等長期增長行業產生負面影

響。 

市場權重 

物料 

對電動汽車採用、替代

能源和儲能的更多關注

應對鋰和電池技術有

利。 

嚴重的供應鏈瓶頸可抑制

經濟增長。增加法規(特別

是旨在防止氣候變化的法

規)是潛在的負面因素。 市場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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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脹升溫的受惠者

導致原材料價格上

漲。 

  

地產 

側重於恢復正常的重

新開放對房地產中的

辦公室、零售和酒店

領域有利。 

有關全面返回辦公室以及

靈活工作環境將如何減少

辦公空間需求的不確定

性。 

市場權重 

住宅房地產投資信託基

金看到強勁的需求和不

斷上漲的租金正在轉化

為多戶家庭租金的上

漲。 

如果成本不能轉嫁給租戶，

快速加息會增加融資成本，

並產生風險。 

公用事業 

美國銀行將公用事業行

業確認為質量最高的行

業。它受惠於抗跌力強

的基本因素，包括 

穩定的收入。8 

與氣候相關的法規可能會

隨著時間增加，這可能會

削弱該行業的吸引力。 

市場權重 

由於商品和服務缺乏

彈性，這是衰退環境

中的首選行業。 

由於政府監管，公司可能無

法轉嫁通脹相關成本的上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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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華爾街日報》，美聯儲在進一步推行縮減計劃時擔心通脹風險，2021年10月13日 
2 FactSet， Earnings Insight，2021年10月22日 
3 美國銀行，RIC 報告: 等待獲得報酬, 2022 年 11 月 1 日 
4 嘉信理財集團, 行業觀點: 金融, 2022年1月25日 
5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進一步推廣新冠肺炎加強劑, 2021年11月29日 
6 美國銀行，RIC報告: 美國仍然十分出色, 2021年9月14日 
3 美國銀行，RIC報告: 等待獲得報酬, 2022年11月1日 
8 美國銀行，RIC報告: 美國仍然十分出色,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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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相關性：相關性表示兩個不同變量之間線性關係的強度。大於零的相關性表示正相關。小於零的值表示負關係。零值表示

兩個變量之間沒有關係。 

 

股息：公司向其股東分配的利潤。(有些公司不支付股息，而是將利潤重新投資於業務。) 

 

估值：用於確定資產價值或估值的過程。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焦點集中的投資或會帶來更大波幅。科技主題投資可能會遭受科技的日新月異、激烈的競爭、產品和服務

迅速被淘汰、知識產權保護的喪失、不斷演變的行業標準和頻繁出現的新產品生產以及商業周期和政府法規的變化影響。 

本材料代表對特定時間點市場環境的評估，並非對未來事件的預測，亦非對未來結果的保證。此資訊無意作為個人或個性化的投資或稅務意見，並

且不得用於交易目的。有關您的投資及／或稅務情況的更多資訊，請諮詢財務顧問或稅務專家。 

資訊由Global X Management Company LLC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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