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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菲律賓政府輕率敷衍、缺乏誠意的回應表示

強烈不滿，繼昨日上午宣布首波3項制裁後，下午再

宣布第二波共8項制裁措施，不排除有第三波更嚴厲

的制裁。台灣軍方和海巡署今日將在發生血案的海域

舉行護漁聯合軍演。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強硬向菲

律賓政府喊話，要求菲國必須嚴肅看待此事，並且嚴

懲兇手，給被害漁民一個交代，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

再次發生；並表示，兩岸是一家人，對於任何有助於

維護兩岸漁民權益的事情，大陸都願意積極考慮。

此次菲律賓公務船攻擊台灣漁船，槍殺手無寸鐵的

漁民，屬於粗暴踐踏國際法的野蠻行為。菲律賓在道

歉時聲稱台灣漁民洪石成的死亡是「一件不幸且非意

料中的生命喪失」，也沒有正式答應賠償損失 ，企圖

掩蓋菲律賓違反國際法的事實，台方當然不能接受。

菲律賓拒不承諾賠償損失，要害就是不肯承認槍殺台

灣漁民是蓄意濫殺無辜，違反國際法。在這一點上，

台灣方面決不可退讓，必須強硬到底，一定要菲律賓

承認違反國際法的事實，嚴懲兇手，作出賠償。否

則，難以確保同類事件不會再發生。

這次菲律賓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發生後，海峽兩岸同

聲譴責菲律賓的野蠻行徑，對菲方形成巨大壓力。菲

方對台灣的最後通牒置之不理，兩岸攜手共同對付菲

政府的呼聲變得更大。台灣島內11日的調查顯示，有

69%的人支持兩岸攜手共同對付菲政府，14日的民調

則增加至74%。近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事實證明

兩岸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特別是在涉及兩岸同胞根

本利益的問題上，兩岸理應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膽

識，以實際行動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大陸

明確表示，對於任何有助於維護兩岸漁民權益的事

情，無論什麼樣的辦法，都願意積極考慮。兩岸應該

聯手共禦外辱，維護同胞的共同利益。

美國政府在菲律賓射殺台灣漁民事件上，連最起碼

的批評譴責都沒有，毫無正義感，毫無公正可言。美

國政府選擇所謂的「不縱容」表態，而不是批評譴

責，實際上就是一種「縱容」。實際上，菲律賓之流

的國家正是在美國的縱容下，在南海、東海等地為非

作歹，美國同樣應受到譴責。

(相關新聞刊A1、2版)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昨日公佈2013年

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基層及中層公

務員的加薪指標是3.92%，高層公務員

則是2.55%。多個公務員團體對加薪幅

度低於預期表示失望，但會先諮詢會員

意見才決定是否確認結果。公務員團體

對加薪幅度低於通脹表達失望雖然不難

理解，但基於尊重薪酬調整機制精神，

公務員團體應調整加薪期望，按照機制

調整薪酬，避免引起爭議。

在百物騰貴下，公務員同樣面對通脹

壓力，多個公務員團體期望能有較高加

幅，紓緩通脹壓力，維持公務員的購買

力，他們對加薪幅度低於通脹感失望而

表達不滿之情不難理解。然而，薪酬趨

勢調查委員會公佈的報告，反映了109

間私營機構約18萬名僱員在過去1年的

薪酬變動，是嚴格遵從既定機制得到的

結果。薪酬指標每年均按指定參考數據

按年浮動升跌，當局根據客觀結果考慮

調整公務員薪酬，符合公平公正原則。

公務員過去多次加薪已經偏高，往往

超過市場預期，雖然引起社會不滿，但

一般情況下政府都沒有要求壓低加薪幅

度以拉低與市場差距。這反映出政府和

社會亦尊重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結

果。現時薪酬趨勢委員會已據機制得出

最新結果，不論結果是否符合期望，公

務員亦應本 機制精神，接受加薪水

平，這更能獲得社會理解和尊重。

不少公務員職系的薪酬，本來就與一

些私人機構存在不小差距。但是，隨

社會環境變遷，基層勞工權益增加，藍

領員工受惠於最低工資，薪酬待遇比前

幾年明顯改善。相比之下，白領加薪幅

度未如藍領理想。公務員團體應留意近

年社會環境變化和經濟實況，避免對加

薪抱過高期望。 (相關新聞刊A4版)

台須強硬到底 大陸支持護漁 公僕加薪應尊重機制

匯控再裁萬四人 增派息回購
新三年計劃省成本30億美元 爭取收入增幅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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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亞太拉美中東 冀貢獻可達80%

匯控新舊三年目標比較
項目 舊三年目標 新三年目標

成本 2013年前節省25至35億 2016年前持續節省額外

美元，使成本效益比率 20至30億美元成本，使

達到48%至52% 成本效益比率處50%至
60%水平，收入增長高於
成本增長

股本回報率 達12%至15% 維持12%至15%

（ROE）

貸存比率 不超逾90% -

派息比率 保持40%至60% 保持40%至60%

資本比率 巴塞爾資本協定III下， 巴塞爾資本協定III下，普

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可維 通股本第一級比率超過

持9.5%至10.5% 10%

製表：記者 方楚茵

匯控新舊三年計劃比較
新三年計劃重點

－保持業務及股息增長，逐步增加派息

－未來三年聚焦於優先發展的增長較快市場和工商業務方面

－精簡各項流程及程序，員工人數將由26萬人再削至24至25
萬人，計劃最多裁員1.4萬人

舊三年計劃重點

－集中拓展工商業務及批發銀行業務，以及專注發展財富管
理業務

－零售銀行業務只在有利可圖的市場上發展，如香港、英
國、墨西哥、新加坡、土耳其、巴西等

－弱勢業務會進行重組或將之出售，目前正對美國卡業務及
部分分行網絡進行策略檢討

自 2011年中提出三年計劃，匯控大
力精簡架構及關閉分行進行減

磅，令業績在今年首季終見曙光，稅
前多賺95%至84.34億元，原本年底才
到期的三年計劃，其三大財務指標亦
提早達標。歐智華昨指出，集團在實
施2011年5月提出的策略方面大有進
展，「匯豐已煥然一新。」集團未來
的策略維持不變，將繼續嚴控成本，
精簡各項流程及程序，使資金可投放
於業務增長及推行上。

普通股本第一級比率逾10%

他指，未來三年，集團將聚焦於優
先發展的增長較快市場和工商業務方
面，酌情擴大風險加權資產，期望到
2020年，在全球可賺取的銀行收入總
額增長中，集團22個本位市場及優先
發 展 市 場 所 佔 的 比 重 ， 可 以 達 到
58%。

歐智華又提出匯控2014至2016年的

新「三年計劃」，其中優先目標包括：
再節省約20至30億元成本；確定股東
權益回報率的目標範圍是12%-15%；
爭取收入增長超過成本增長，成本效
益比率能處於50至60%水平；增加派
息及回購股份；在巴塞爾資本協定III
下，普通股本第一級比率超過10%。

香港區無全面裁員計劃

在首個三年計劃中，匯控已結束或
出售52項非策略性或表現欠佳的業
務，按年率計已節省成本40億元，加
上今次計劃再節省20至30億元，合共
可節省達70億元成本。集團僱員人數
已由高峰期29.9萬人，削減至今年首季
的26萬人，即削減了3.9萬個職位，今
年首季又再進一步削減1,000人。在未
來的新三年計劃中，員工人數將進一
步減至24至25萬人，即最多裁員1.4萬
人。

歐智華指，裁員計劃將按該行的全

球佈局去決定，暫未確定於個別國家
裁員。匯豐香港發言人則表示，本港
不會有全面裁員計劃，但會與其他公
司一樣，尋找方法提高效率。

小股東愛以股代息續保留

匯控計劃未來三年的派息比率目標
維持40%至60%，但沒有定出每年派息
具體目標，認為需要衡量銀行剩餘資
本用途，資金可分三個途徑令股東受

惠，包括直接增加派息、資金作發展
業務，提高盈利水平再回饋股東，亦
可減低以股代息造成的攤薄效應。

歐智華稱，雖然以股代息導致股數
增加，將更難提高每股盈利水平，但
部分股東如香港的小股東較傾向以股
代息，集團仍會保留這項選擇。回購
股份方面，仍需待股東及監管部門通
過，預期最快或於2014年股東大會通
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匯控（0005）
公布新三年計劃後股價
無起跌，但大市卻有買
盤吸納，港股最多曾升
超過233點， 指收報
23,044點，升113點；國
指收報11,083點，升50
點，大市成交553億
元，其中創業板的成交
逾 5 億 元 。 分 析 師 表
示，道指及標普500再
破頂，帶動港股反彈，
但期指仍低水116點，
顯示上落市格局仍在。

雖然匯控無升跌，但昨日仍有31隻藍籌上升。利豐(0494)獲
瑞銀上調評級，急漲8.35%；同樣公布3年計劃的思捷(0330)也
升5.82%。騰訊(0700)業績前造好，升1.7%；中煤(1898)急挫逾
半成至5.22元，是表現最差藍籌。

光伏及風電股續炒高

對於期指繼續低水116點，敦沛證券副總裁李偉傑認為，港
股升至23,000點這個較高位置，調整壓力漸大，即使經前兩天
調整後而出現反彈，相信也屬技術性，不排除部分補倉盤令
大市回升，預料後市還會續整固，短期可能下試20天(22,573
點)至100天線(22,797點)水平。不過，個別板塊炒作仍頻，相信
受惠政策的新能源板塊有望繼續上升。

傳內地分布式光伏發電補貼政策已有定案，並快將公布，
光伏股受惠炒高，興業太陽能(0750)大漲15%，保利協鑫(3800)
及卡姆丹克(0712)分別抽高一成及近13%。風電股亦獲追捧，
中國風電(0182)升13%，金風(2208)及高速傳動(0658)分別升
8.4%及5.17%。

港股越二萬三
利豐飆逾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今年首季業績大翻身的匯控

（0005），行政總裁歐智華在昨日的策略日，再公布新三年大計，包

括進一步減省成本最多30億美元（下同），計劃全球裁員最多1.4萬

人，逐步增加派息並首度提出股份回購等等。市場對匯控新三年目

標反應尚算正面，股價在港尾市回升，平收87.95港元；在倫敦電話

會議完結後，倫敦股價曾升1%；截至昨晚11:58，匯控ADR報89.29

港元，升1.52%。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方

楚茵）匯
控行政總
裁歐智華
(見圖)昨
表示，集
團未來三

年將聚焦於優先發展的增長較快市場
和工商業務方面，期望包括亞太、拉
美、中東地區的稅前盈利貢獻至2016
年可達70%至80%，而歐洲及加拿大
等較成熟地區，風險加權資產增長貢
獻佔比約25%至30%。該行又再度確
定股東權益回報率（ROE）的目標
範圍是12%至15%，ROE在今年首季
曾達標至14.9%。

歐智華指，自2011年的歐債危機
起，歐元區經濟疲弱，英國經濟增長
更只有0.8%，美國經濟增長緩慢，
新興市場經濟增長亦見放緩，但認為
新興市場仍充滿機會，集團未來將加
大發展增長較快的地區，但沒有計劃
在當地進行大型併購。

提升風險加權回報率

若以地區劃分，展望未來集團目標
在較快增長地區，包括亞太、拉美、
中東之稅前盈利貢獻，至2016年可佔
整體70%至80%；成熟市場，包括歐

美及加拿大，則佔20%至30%。而於
今年首季，香港及亞太其他地區合共
貢獻了55.14億美元稅前盈利，佔集
團首季總稅前盈利的65%。

他續稱，目標於2016年提升整體風
險加權回報率，目標由現時的資本要
求1.3%提升至介乎2.2%至2.6%。本
港及亞太地區則由現水平的4%，下
調至3.2%至3 . 8%，當中香港為
5.8%，亞太其他地區則為2.2%。歐
洲地區的業務向好，目標將由現水平
的0.2%增至介乎1.4%至1.7%。北美
地區則由現時的負0.5%改善至1.2%
至1.4%。

上海銀行股權或出售

被問及匯控出售平保(2318)股權
後，未來在內地市場的業務計劃，又
會否再出售中國資產時，歐智華指，
內地是匯控的重要市場之一，集團仍
持有交通銀行的19%股權，與沙地英
國銀行一樣，同屬集團的重要策略性
投資，集團與交行持續有合作，對方
亦同意最早明年派人出席匯控策略
日，講述雙方合作情況。

但他指，上海銀行及興業銀行則是
可出售項目，原因匯控所持的上海銀
行權益較少，只持有約8%股權，估
值約5億至6億美元，有關投資對集團
微不足道。至於興業銀行由 生持
有，是否出售由 生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匯控（0005）股價自插水後，至今
一直未能重回100元水平，昨日策略日管理層被問到大笨象有否機
會重返「紅底」時，匯控財務總監麥榮恩指，股價走趨視乎投資者
對該行管理層的信心，難以評論。投行集團對今次發展策略的看法
大致正面，多維持「買入」評級。匯控股價昨在港先升後回，尾市
再回升，平收87.95港元；外圍表現則較港為好，倫敦股價曾升逾
1%；截至昨晚11：58，匯控ADR報89.29港元，升1.52%。

高盛發表報告指，匯控將成本效益比率由早前的48%至52%提高
至50至60%，相信主要由於內部監管成本上升，市場處於低息水
平，以及新興市場持續的投資需要所致。匯控又計劃未來3年派息
比率保持四至六成水平，高盛預期2013至2015年，匯控派息比率為
51%、55%及58%。

花旗亦認為，匯控在2014至2016年，持續節省額外20億至30億美
元成本，收入增長高於成本增長，而逐步增加派息並計劃股份回
購，皆是正面的增值策略。但花旗指出，成本效益比率目標上調至
50%至60%，普通股本第一級比率也超過10%，對匯控的增值可能
帶來負面影響。花旗表示，匯控的股東權益回報率(ROE)目標維持
12%至15%是符合預期。

野村：明年派息率可達六成

野村的報告指，匯控策略日宣布的三年目標均在該行和市場預期
範圍內，有關資本計劃的討論將成為該股主要動力。市場目前預計
匯控2015年派息比率達60%，但野村認為匯控明年即可實現該目
標。另外一項可提升信心的則是成本，匯控今年首季經常性成本為
87億美元，目標到2015年成本達97.5億美元，增長11%，野村認為有
回落空間。該行維持匯控「買入」評級，目標價900便士不變。

巴克萊認為，匯控昨日進一步更新營運表現和目標，初步看整個
更新正面，其成本效益指引良好，股東回報目標亦更清晰。匯控未
來三年將重點放在風險加權資產增長方面，集中在快速增長的市場
和商業銀行，管理方法具紀律性。

■港股昨收報23044點，升113點。

新華社

■匯控在策略日公布新三年計劃，將全球再裁員1.4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