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 第一拖拉機
(0038)公告，公開發行不超過 15億元(人民
幣，下同)公司債券，債券已獲得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許可。是次公司債券

採用分期發行，第一期發行規模為8億元。
於本月1日，發行人和保薦機構（主承

銷商）光大證券在網下向機構投資者進行
了票面利率詢價，根據網下向機構投資者

詢價結果，最終確定本期
債 券 的 票 面 利 率 為
4.80%。發行人將按上述票
面利率於今日面向公眾投
資者網上公開發行，並將
於今日起至 3月 6日面向機
構投資者網下協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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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周紹基) 港
股上周累升98點，
投資者都憧憬兩會
正式揭幕，會釋出
對大市利好的消
息，尤其內地甚流
行炒作「兩會」行
情。過往10年A股
在兩會期間升 6
次，下跌僅4次；
最近5年港股在3月
份亦是三升兩跌，
故此市場對兩會是
有憧憬的，但股民
能否如願賺錢，就要看兩會有何公布。市場人士指，
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上周五個別發展，但今日公布業
績的匯控(0005)ADR要跌0.3%， 指預計會略為低
開，後市還看兩會消息。
市場對或受惠國策新能源股有憧憬，風電股上周便

率先炒高，另外有追捧的還包括環保、頁岩氣、光伏
等國策股，今次兩會期內，相信「炒股不炒市」的情
況會愈加明顯。有基金業人士表示，技術上而論，港
股周四反彈至10天線(22,934點)，同時是2月初以來引
伸下降軌的阻力，可惜港股在周五未能再突破，如後
市沒有力量突破23150點，後市應抱審慎態度。

新能源股受惠國策已跑出

兩會舉行前夕，市場再度熱炒料將受惠國策的新能
源股，國家能源局將加快推進海上風電開發，以實現

2015年500萬千瓦目標，風電股上揚，其中資金追捧金風(2208)、
龍源(0916)等股。此外，太陽能、頁岩氣板塊亦有炒作，興業太
陽能(0750)、安東油田(3337)、宏華(0196)等亦有炒作。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表示，個別國策受惠股可能在兩會

期間有炒作，但相關股份的驅動力不足以推動大市向上，港股暫
時缺乏全面反彈的利好因素，尤其是內銀股、內房股等大型板塊
的沽壓未除，預料短線向下的壓力仍在， 指或將再次下試
22,450點，除非外圍有利好消息，大市才可望突破。

券商：欠新消息市況續波動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亦認為，市場缺乏動力，投資者維
持觀望，唯一的利好因素是市場資金仍充裕，料陸續公布的企業
業績將令個別股份有炒作，後市仍以窄幅上落為主。技術上，
指未能進一步升穿23,100點的頭肩頂頸線阻力，強勢未能恢復過
來，不排除大市再度回軟，但中長線走勢依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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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 份 ADR於美國 較上周五

收報(港元) 港股變化(%)

匯豐控股(0005) 85.04 -0.31

中國移動(0941) 84.87 +0.37

中海油(0883) 14.90 +0.12

中石化(0386) 9.01 -0.13

聯通(0762) 11.07 +0.30

國壽(2628) 23.17 +0.07

中石油(0857) 10.54 +0.35

中鋁(2600) 3.21 +0.54

生全年淨利預測
券商 淨利(億港元) 變幅（%）

中金 190.30 +14.09

里昂 184.95 +10.88

摩通 182.45 +9.38

法巴 180.72 +8.35

大摩 179.32 +7.51

渣打 177.59 +6.47

德銀 173.27 +3.88

製表：記者 陳遠威

匯控今派成績表 瑞信估增15%

東亞銀行汕頭異地支行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東亞銀行深圳分行汕頭

異地支行日前在汕頭正式開業，據該行深圳分行行長金孝賢透
露，該行將加快拓展珠三角業務，其長安異地支行將於今年4－5
月投入運營。東亞銀行（中國）副董事長陳棋昌表示，汕頭支行
將重點發展企業
和個人存貸款、
跨境人民幣結算
和資產管理及與
海外的金融業
務。在談到今年
內地業務時，
他指擬新增約
十家網點，重
點是長三角和
中西部。

謝瑞麟多個高層職位調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 謝瑞麟（0417）宣佈，3月1日

起，部分高級管理人員的角色和職能有改變：原門市營運總經理
黃岳永，改任為企業發展總裁；首席營運總監陳立業，改任為副
行政總裁；蔡炳偉新委任為營運總裁；首席貨品供應總監謝達
峰，改任為副行政總裁；陳愛麗則由人力資源董事改任人力資源
總裁。另外，委任周治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同時，該公司向承授人授予購股權，賦予他們認購合共

15,850,000股普通股。惟須待承授人接納方可作實。授出購股權
之行使價為每股港幣4.13元，為期七年。

華潤水泥去年少賺44%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加上房地產調控

繼續，影響了內地的水泥產業。華潤水泥（1313）2012年全
年盈利23.24億元，較上年下跌44.37%，但跌幅已較去年上
半年的70%跌幅大為縮減。每股盈利0.357元，派末期息每
股7仙，增17%。
期內，華潤水泥營業額253億元，上升約9%；綜合看利為

60.99億元，較2011年減少15.6%，主要由於公司的水泥產品
售價整體下降所致；綜合毛利率為24.1%，同比下降7.0個百
分點。去年公司的淨利潤率為9.3%，較上年的18.7%低9.4個
百分點。

一拖發人債獲中證監批准

券商料 生淨息差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威) 生

銀行(0011)將緊隨匯控(0005)公布業
績，據彭博統計，11間券商預測其去
年淨利介乎134.1億元至186.7億港元，
中位數為169.25億港元，較上年升
1.47%。 生2011年淨息差為1.68厘，
按年收窄4點子，券商普遍認為，
2012年 生可望改善淨息差表現。

淨息差按年擴闊7-8點子

中金表示，去年內地貸款需求放
緩，加上減少貸款利率限制，導致港
銀議價能力低於內銀，但 生受到的
影響會少於同業，由於其內地敞口較
少，人民幣存款估計僅佔8%，面對的
淨息差影響及存息競爭壓力較小；料
全年淨息差為1.85厘，按年擴闊7點

子。去年上半年淨息差為1.74厘。
法巴預測， 生去年全年淨息差可

擴闊8點子至1.86厘，令淨利息收入增
長8.52%至170.76億元。情況改善，主
要由於港元兌美元的存款競爭低，
生去年下半年淨息差進一步穩定，而
有效管理資產負債表及貸款息率上
升，亦抵銷人民幣資金成本上升壓力。

關注興業銀行改入賬方式

里昂亦估計 生去年淨息差可達
1.85厘，但估計其貸款增長僅得9%，
較同業10%的增幅為低。並指 生資
產質素優質，故進步空間有限，料其
資本充足比率下降2個百分點至
12.3%，一級資本充足比率下降1.3個
百分點至10.3%。

由於興業銀行增發股本，令 生所
佔持股量下降至10.9%。 生今年初
宣布將興業銀行的入賬方式由聯營公
司改為金融投資，此舉將令 生的盈
利能力減弱，估計去年將減少40億元
進賬。
渣打表示，若以聯營方式計，估計

興業銀行佔去年 生除稅前收入
22.2%或46億元，惟若以金融投資
計，由於只會計入投資息收得益，估
計只能帶來6億元進賬，約佔預期除
稅前收入之2.2%。
然而，摩通認為興業銀行拖累 生

的資本水平，改變入賬方式後，相信
今年其資本充足比率及一級資本充足
比率均可改善，估計將可分別較預測
上升1.2及1.8個百分點，達16%及

14.4%。德銀更預期 生會全盤出售
興業銀行持股，相信 生投資自身的
內地增長更有利其業務，並有機會提
高未來的派息比率。

被稱為「大笨象」的匯控去年首3季除稅前利潤
為162億美元，市場平均估計第4季稅前盈利

可達70億美元，較第3季的35億美元有倍數增長，
由於去年第4季全球經濟改善推動市場轉好。據彭
博統計，32間券商預測匯控全年普通股股東應佔利
潤介乎132億美元至194億美元，中位數為161.87億
美元；2011年度為162.24億美元，按年錄得27%大
幅增長。市場預測去年除稅前利潤中位數為232.48
億美元，增幅較2011年升14.89%放緩至6.29%。

大摩最看淡 料稅前利減1.78%
瑞信對匯控最為樂觀，預測其除稅前利潤仍有

15.52%升幅，達253億美元；由於美國樓市回暖，
將可降低信貸成本及有關撥備，料去年整體撥備開
支可減少48%，至82億美元。大摩則吹起悲笛，料
匯控除稅前利潤倒退1.78%至215.1億美元，相對看
淡。

市場普遍預期或調高派息
其實市場氣氛開始持續改善，有助匯控的環球銀

行及資本市場（GBM）這兩大業務表現，加上匯控
2011年5月開始重整架構，合共出售或取消46項資

產，提升資本水平，再加上早前脫手平保
（2318），令其一級核心資本比率增加0.5個百分點至
12.2%，符合巴三規定。匯控2011年派息比率為
42.4%，市場普遍預期匯控有機會調高派息。
野村認為，匯控或會將派息比率上調至五成回饋

股東，甚至在明年進一步調高比率。高盛估計匯控
全年派息0.46美元，認為其資本狀況強勁，加上削
減成本計劃奏效，有條件增加派息。匯控去年首3
季已節省31億美元，料今年不難突破節省35億美元
的目標。但券商普遍認為匯控仍將繼續出售非核心
資產，由於其股本回報率及成本收入比仍有待改
善，而且潛在違規風險及監管開支仍構成壓力。

罰款歷年最高 歐智華或減花紅

不過，去年匯控的銀行罰款亦是歷年最高，因涉
及墨西哥及美國業務反洗黑錢監控不力，被罰19億
美元。而由於罰款之多，相信亦會令行政總裁歐智
華的花紅薪酬有所損失。據每日電訊報報道，市場

估計總裁歐智華花紅可能達200萬英鎊，並會推遲
增加彌補性收入。
自2011年接任匯控行政總裁以來，歐智華大幅重

整該行，並全球裁員達3萬人，數目約佔員工總數
10%。匯控亦不斷出售多個國際業務，包括香港、
新加坡、阿根廷、墨西哥的保險業務，還有俄羅
斯、巴拿馬銀行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威、黃詩韻) 重

磅股匯控（0005）及旗下 生銀行（0011）

將在今日公布2012年全年業績，據彭博綜

合部分券商預測，匯控全年普通股股東應

佔利潤介乎132億美元至194億美元。若以

中位數計算為161.87億美元，略倒退

0.23%；除稅前利潤或按年升6.29%至

232.48億美元。

匯控全年除稅前利潤預測
券商 稅前利潤(億美元) 變幅（%）

瑞信 253 +15.53

高盛 248.32 +13.39

德銀 239.23 +9.24

野村 234.7 +7.17

美銀美林 228.44 +4.31

大摩 215.1 -1.78

製表：記者 陳遠威

■最近5年港股在3月是三升兩

跌，故市場對兩會多有憧憬。

圖為港交所大堂。 資料圖片

■圖為東亞銀行湛江異地支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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