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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上季多賺8%勝預期
星分行人幣清算額今年料破30萬億增11倍

中石油上季賺279億減6%

港離岸人幣中心仍具優勢

信行招行資產減值均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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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方面，工行第三季營業收入錄得1,526.9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1,410.0億元上升超過8%，至於收入分項上，該行淨利息收入按年錄

得雙位數升幅逾12%，達1,253.2億元；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則錄得276.6
億元，較按年的281.2億元輕微下跌1.2%，該業務表現相對失色。

不良貸款雙升減值增三成
雖然業務表現強勁，不過工行第三季的客戶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升幅達
到三成，從去年同期的63.4億元升至82.4億元。按貸款質量五級分類，不
良貸款額達1,154.7億元，較去年末期上升217.8億元，不良貸款率按季上升
7個基點至1.06%，撥備覆蓋率則達216.60%。
全年計算客戶貸款及墊款減值則達10.8萬億元，較上年底增長9,312.8億

元，增長達9.4%，其中境內分行人民幣貸款增加7,547.57億元，增長達
8.6%。當中公司類貸款達75.8萬億元，個人貸款則接近30.0萬億元，票據
貼現達2,824.6億元，貸存比為68.1%。

三項資本充足率均符要求
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則達11.79%，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80%，資本充
足率為14.2%，三者均能滿足監管要求。
與此同時，工行境外人民幣清算業務發展迅速，該行新加坡分行副總經
理王春海表示，該行今年全年的人民幣清算總額有望突破30萬億元，較去
年的2.6萬億元增長近11倍。王春海指人民幣雙向波動及美元走強等因素，
對境外人民幣發債成本影響有限，對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發展樂觀。
工行自去年5月底起開展於新加坡的人民幣清算行服務，去年共完成清算
3.6萬筆，清算量達2.6萬億元，王春海於峰會上直言，今年清算量突破30
萬億元「應該沒有問題」，截至今年10月23日，該行的清算量已達至26.2
萬億元。
王春海分析指，人民幣清算業務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得益於中新的經

貿往來緊密發展，以及清算行自身持續改善服務能力和水平所致，相信未
來新加坡及歐洲等離岸人民幣中心，將縮窄與本港業務量的差距。
四中全會期間，市場預期人行將繼續深化金融改革，內銀股周一起已見

升幅，其中工行周一至昨日收市已累升3.2%，報5.11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工商銀行（1398）昨晚公布

其業績，該行首三季純利按年增長7.26%，錄得2,204.6億元

（人民幣，下同），相當於每日賺8.05億元，較中期業績時

的日賺8.18億元略減；第三季純利則增7.7%至723.6億元，

略高於市場預期的714億元。市場關注的不良貸款增速未有加

快，工行首三季不良貸款率為1.06%，較6月底時的0.99%輕

微上升7個基點。該行股價周一起已被偷步炒起，股價昨升穿

50天及100天線，收報5.11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交通銀行
(3328)昨日公布第三季業績，純利按年升
6.3%，至147.49億元（人民幣，下同）遜預
期，每股盈利0.19元。利息淨收入升7.8%至
351.7億元，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升29.9%至
72.8億元。貸款減值損失為63.41億元，同比
增30%。另外，交行董事會昨日批准2016年
底前赴香港及韓國，分別發行100億元及10
億元的人民幣債。

一級資本充足率升至11.1%
據業績報告顯示，交行首三季純利按年上

升5.78%至515億元；利息淨收入1,023.8億
元，增長4.86%，每股收益0.69元。期內受
利率市場化步伐逐步加快的影響，淨利息收
益率收窄13個點子至2.4%，而淨利差為
2.21%同比下降15個點子。貸款減值損失為
165億元，同比增23.65%。撥備覆蓋率達到
201.29%，比年初下降12.36個百分點。資本
充足率按年上升1.72個百分點至13.8%；一
級資本充足率按年升 1.34 個百分點至
11.1%。
不良貸款有所增加，仍主要集中在江浙地

區。在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等領域的
風險管控成效進一步鞏固。至9月底，融資
平台管理貸款餘額1,899.63億元，較年初減
少92.81億元。其中，不良貸款餘額0.08億

元，佔比0.0042%，與年初基本持平。房地產貸款餘
額1,973.58億元，佔比5.67%，分別較年初減少0.49
個百分點，不良貸款餘額1.23億元或不良率0.06%，
分別較年初減少1.58億元或0.08個百分點。

擬港韓發點心債100億及10億
另外，交行董事會昨日決議通過，在2016年底前，

該行可赴港發行總額不超過100億元的點心債，年期
初步定為2年至5年之間，對象為本港市場投資者，募
集所得資金將留在境外，用作支持境外分行業務發展
之用。過去交行曾在港發行點心債，銷售對象包括零
售及機構投資者，亦曾在台灣發行疑似本港點心債，
以人幣為單位的「寶島債」。交行董事會亦批准了
《關於赴韓國發行人民幣債券的議案》，在2016年底
前，該行於當地發行總額不超過10億元的人幣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離岸人民幣中心競
爭激烈，繼倫敦證券交易所(LSE)前日宣布將上市
中國股指期貨後，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同日亦於巴
黎表示，人民幣國際化仍處起步階段，國際金融
中心間的關係並非「零和遊戲」，香港作為人民
幣國際化浪潮的先行者，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
仍具備可持續優勢。
LSE首席行政官Xavier Rolet前日透露，LSE
正積極拓展中國業務，將開發基於其中國指數的
期貨產品，認為中國指數期貨在倫敦上市，將有
助於提升流動性和成交量，但未有確實時間表。

人幣資金池已達1.13萬億
另一邊廂，金管局在巴黎舉行人民幣業務機遇

及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推廣活動。自
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出以來，人民
幣在國際交易中使用的政策空間已極大擴展，現
時約有20%的中國對外貿易、30%的外商直接投
資，以及18%的對外直接投資使用人民幣結算。
陳德霖引述數據指，香港在人民幣離岸市場發

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數據顯示，截至9月底，
香港包括人民幣存款和存單的資金池餘額達1.1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人民幣存款較上
月微增0.82%至9,445億元，點心債餘額達3,744
億元。

前三季貿易結算量增73%
今年前三季香港人民幣貿易結算量為4.5萬億

元，按年增加73%；人民幣跨境平台日均交易量
上月達7,819億元。另外，中國銀行昨宣布，前三
季跨境人民幣清算業務按年增長92.39%，至創新
高的173.02萬億元，繼續保持全球第一。
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今年中國資產證券化市場

新的交易發起人和資產類型不斷湧現，投資者興
趣日益濃厚，預計明年證券化發行交易將進一步
增長。不過，長期做空中國的對沖基金經理Jim
Chanos警告，中國信貸泡沫正開始導致資本外流
加速，有可能最終造成人民幣走弱。

■陳德霖（左）和法國中央銀行行長諾亞昨在巴
黎就加強人民幣業務合作簽署備忘錄。

■工商銀行首三季純利2,204.6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7.2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中信銀行(0998)昨公布
業績，單計第三季，該行純利102.46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倒退 2.1%。該行同期的利息淨收入為
244.34億元，同比升10.7%；第三季非利息收入為63.68
億元，升幅達40%，對該行業績影響最大的，是該行的
資產減值損失大增一倍至61.57億元。

信行上季少賺2% 不良貸款大增
首三季方面，信行淨利潤為322.80億元，同比輕微增

長 4.6%；營業收入則有 925.68 億元，同比增長
20.89%。其中，利息淨收入700.48億元，同比增長
12%，非利息淨收入225.2億元，同比增長60.5%，但
淨息差同比下降0.22個百分點至2.37%。第三季純利
102.46億元，同比倒退2.1%。
不過，首三季的資產減值損失大增1.24倍，由去年的
79.19億元，上升至177.74億元。而截至9月底止，信
行的不良貸款餘額為 294.28 億元，比上年末增長
47.4%。不良貸款率為1.39%，比上年末上升0.36個百
分點。撥備覆蓋率181.49%，比上年末下降25.13個百
分點；貸款撥備率2.51%，比上年末上升0.38個百分
點。

配售A股集資119億 補充資本
在公布季績後，信行在晚上再宣布A股集資計劃，向

中國煙草總公司定向配售24.62億股A股，每股配售價
4.84 元，較A股昨收市價 4.66 元溢價 3.86%，集資
119.16億元，禁售期36個月。集資所得全部用於補充
公司核心一級資本。截至今年6月30 日，信行資本充
足率為10.98%，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8.71%。

招行多賺16% 非利息收入勁
另外，招商銀行(3968)亦公布第三季業績，純利按年

升16%至153.45億元，較市場預期最多增長15%為高，
每股基本盈利61分。不過，截至今年9月底，該行的資
產減值損失大增1.7倍，至219.98億元，而單計第3
季，資產減值損失亦上升77%。
該行指，資產減值損失上升的主因，是貸款減值準備

較去年底增加122.41億元至594.63億元。9月底不良貸
款餘額，也較年初增加85.91億元至269.23億元，不良
貸款率升至1.1%。該行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下降至
227.99%，貸款撥備率為2.51%。
但招行在利潤方面的增幅大於市場預期，掩蓋其貸款

撥備及資產減值損失的大增。該行期內淨利息收入為
284.09億元，按年升13%；淨息差按季跌0.11個百分點
至2.39%；手續費及佣金收入105.44億元，按年大升近
四成。
截至9月底，集團首三季純利按年升15.97%至458.04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1.82元。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在9
月底則為10.35%。

中海油上季油氣銷售減收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中海油（0883）昨日公布2014年第三季

的主要經營指標，期內實現淨產量1.03億桶油當量，同比基本持平。其中
中國海域的渤海產量增長穩定，海外主要由於英國北海Buzzard油田停產
檢修，產量小幅下降。公司未經審計的油氣銷售收入約535.7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下降4.6%。

實現油價降7% 資本開支增20%
據業績報告顯示，第三季公司的平均實現油價為98.98美元／桶，同比

下降6.8%；天然氣的平均實現價格為6.61美元／千立方英尺，同比上升
21.7%，主要是由於公司對內地部分使用者提價及海外天然氣價格上升。
期內資本開支約263.3億元，同比增長19.6%，主要是由於開發項目增加
以及海外深水項目勘探成本較高。
不少分析指油價持續下跌，是影響中海油產量的關鍵因素。公司首席

財務官鍾華昨日於電話會議上透露，公司此前所做的2014年盈利假設，
是基於油價處於每桶102美元的水平，目前油價這麼低，肯定對盈利有影
響，對所有項目也都會有不同的影響。他稱，公司已經將一些短期、高
成本的項目暫停，「邊際的調整井不打了，沒錢賺的項目不做了」，但
長期項目還不到停止的時候，「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今年產油可達標 續有新發現
鍾華表示，公司對項目進行決策時，不是看短期的油價水平，而是看長

期走勢，且會根據資產本身的特點、新技術運用、勘探情況等因素而定。
他強調，公司目前的成本控制仍較好，對於早前定下的今年產油目標4.22
億-4.35億桶油當量，非常有信心能完成。至於加拿大油砂項目，他稱已開
始取得盈利，但未有披露具體數字。報告又公布，期內公司在中國海域共
獲得1個新發現和9口成功評價井。其中新發現錦州23-2成藏條件優越，為
中型以上發現；旅大21-2構造經成功評價，有望建成大型油田。此外，公
司及合作夥伴殼牌公司在加蓬海域獲得大型深水天然氣發現Leopard。第
三季度，恩平24-2油田成功投產，其他項目按計劃順利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中石油
（0857）昨日公布今年第三季及前三季業
績，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三季錄得股東
淨利潤279.2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下降 6.2%。每股收益 0.15 元。前三季為
960.47億元，同比增長0.8%。每股收益0.52
元。
業績報告指，集團油氣產量實現穩定增
長，前三季度生產原油7.00億桶，同比增長
0.3%；生產可銷售天然氣21,939 億立方英
尺，增長7.1%；油氣當量產量10.66億桶，增
長2.5%，其中海外油氣當量產量1.02億桶，
增長0.3%。勘探與生產板塊實現經營利潤
1,459.54 億元，降低0.7%。

首3季煉化業務虧損減少
煉油與化工業務虧損有所減少。前三季集
團共加工原油7.46億桶，同比增長1.6%，生
產汽油、柴油和煤6,800.8萬噸，增長1.9%。
該板塊經營虧損87.55億元，比上年同期減虧
112.49億元；其中煉油業務扭虧為盈，實現
經營利潤 25.67 億元；化工業務經營虧損
113.22億元，比上年同期減虧33.61億元。銷
售方面，前三季度受內地成品油市場需求不
振影響，集團銷售汽油、柴油和煤油11,757.3
萬噸，同比下降1.5%。集團通過積極優化銷
售結構、着力突出質量效益，銷售板塊實現
經營利潤105.67億元，增長57.6%。
至於天然氣與管道板塊，報告指，前三季

實現經營利潤92.34億元，同比減少142.04億
元；但若剔除上年同期以部分管道淨資產及
業務出資產生收益的影響，增加經營利潤
106.18億元。該板塊銷售進口天然氣及液化
天然氣(LNG)淨虧損283.87億元，減虧33.03
億元。

原油實現價穩天然氣價升
報告又公布，前三季原油平均實現價格為

99.93美元/桶（其中內地實現價格為98.58美
元/桶），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天然氣平均
實現價格為6.40美元/千立方英尺（其中內地
實現價格為6.28美元/千立方英尺），比上年
同期增長16.8%，主要由於新的天然氣價格調
整方案以及銷售結構變化的綜合影響。

■■中信銀行不良貸款率升至中信銀行不良貸款率升至11..3939%%。。

■中石油首三季油氣產量實現穩定增長。

工行今年首三季業績表現
項目 首3季(人民幣) 按年變動
營業收入 4,695.4億元 +8.57%
純利 2,204.6億元 +7.26%
每股收益 0.63元 +6.78%
不良貸款率 1.06% +7個基點*
項目 第3季(人民幣) 按年變動
營業收入 1,526.9億元 +8.3%
淨利息收入 1,253.2億元 +12.1%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276.6億元 -1.6%
純利 723.6億元 +7.7%
*與2014年6月31日數字比較

製表：記者陳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