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文匯財經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楊偉聰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部分內銀首季業績
項目 中行 按年變動 工商銀行 按年變動 建設銀行 按年變動 重農行 按年變動
淨利息收入 810億元 ＋5.93% 1,252.8億元 ＋8.17% 1,113.0億元 ＋7.8% 47.82億元 ＋12.31%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243.55億元 －15.93% 372.1億元 －1.25% 339.3億元 ＋5.63% 3.13億元 ＋100.77%
純利 458.38億元 ＋1.05% 744.6億元 ＋1.36% 670.1億元 ＋1.86% 20.3億元 ＋10.6%
項目 中行 按季變動 工商銀行 按季變動 建設銀行 按季變動 重農行 按季變動
不良貸款率 1.33% ＋0.15個百分點 1.29% ＋0.16個百分點 1.30% ＋0.11個百分點 0.74% －0.04個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 14.13% ＋0.26個百分點 14.41% －0.12個百分點 14.97% ＋0.10個百分點 12.19% －0.26個百分點
一級資本充足率 11.85% ＋0.50個百分點 12.51% ＋0.32個百分點 12.51% ＋0.39個百分點 9.96% －0.16個百分點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0.87% ＋0.26個百分點 12.24% ＋0.32個百分點 12.51% ＋0.39個百分點 9.95% －0.17個百分點
註：單位為人民幣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張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超額認購逾170倍的昊海生物科技
（6826）今日掛牌。公司以招股價上限每股59元定價，但該股昨晚場外交
易冷清，暗盤先升後跌，每手最多蝕330元。昊海昨在耀才新股交易中心
暗盤價曾高見63元，較招股價升6.8%，其後一直下跌，收報55.7元，跌
5.6%。每手100股蝕330元。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昊海暗盤收報56.25
元，跌逾4%，每手蝕275元。昊海生物科技公開招股共獲得178倍超額認
購，經啟動回撥機制後成功分配一人一手，中籤率為100%，若申請9萬至
200萬股，中籤率介乎1.75%至2.22%。

鑄能控股配售適度超購
同日在創業板上市的內地金屬鑄造零部件生產商鑄能控股（8133）昨公
布配售結果，提呈配售的2.5億股股份已獲適度超額認購。每股配售價為

0.2元，每手買賣單位2萬股。預計所得款項淨額約860萬元。
此外，至於本地專營中級瑞士製腕錶品牌的腕錶零售商滴達國際（1470）

昨第二日招股繼續升溫，據7間券商資料顯示，累積為其借出10.124億元孖
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逾62倍，公司將於今日截孖展。

中交疏浚擬赴港IPO
中交建（1800）旗下中交疏浚海外上市方案落定。中交建昨公告，中交

疏浚擬在香港發行不超過擴大後總股本15%的H股，並授予不超過H股數
量15%的超額配售權。
公告還指出，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擬發起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的資產證

券化業務，包括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單一或集合資金信託計劃、保險公司
項目資產支持計劃、基金子公司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及資產支持票據等。

中交建指出，中交疏浚將選擇適當的時機和發行窗口完成本次H股發行
上市，發行價格將根據發行時國際資本市場環境、香港股票市場發行環
境、中交疏浚所處行業的一般估值水平以及市場認購狀況，並根據境外路
演和簿記的結果，由公司與承銷商共同協商確定。
此前中交建及其子公司中國路橋合組中交疏浚，中交建並注入天津、上

海和廣州三家航道局資產。注資完成後，中交疏浚的總股本達117.75億
股。這三家航道局最近一年的淨利合計為18.91億元。

提升中交建整體估值
中交建稱，本次重組疏浚分類並將中交疏浚分拆上市，將推動公司疏浚
分類估值的提升，進而提升公司整體估值。通過本次分拆上市，預計中交
疏浚將進一步快速發展，其收入和利潤將同步合併到公司的會計報表中，
有助於提升公司的整體財務表現。
中交建還指出，今年公司預算新增投資項目合同額在1,200億元以內

（不含海外投資、房地產投資、基本建設投資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年度
完成投資額預算600億元，公司自有資金投入額在60億元以內。

昊海暗盤每手蝕330元

工行建行不良貸續升
經濟環境差 季績欠驚喜 內銀股捱沽

內地倡洋貨境內買 港零售股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內地即將調整服裝

及化妝品消費稅，對內地消費者需求較大的部分國
外消費品，將於6月底前開展下調關稅試點，亦容
許開設更多免稅店，增加免稅購物額，以方便內地
消費者在境內購物。分析指出，相關政策將直接影
響本港相關產品銷情。對已經飽受「反水客」活動
打擊的本地零售股無疑是雪上加霜，分類昨全線下
挫，當中卓悅（0653）更跌6.7%，收報0.7元。

擬推動內地產業升級
新華社日前報道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主持

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其中提及部署完善消費品進
出口相關政策。會議認為擴大內地消費需求是穩增
長、調結構的重要舉措。圍繞滿足消費升級要求，
通過完善稅收調節等政策，營造公平競爭的進出口
環境，增加群眾購買意願較強的消費品進口，促進
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出口，有利於擴內需、保就
業、惠民生，對推動內地產業邁向中高級水平也有
重要意義。

設降低進口關稅試點
會議確定，有關部門要在科學評估基礎上抓緊拿

出具體方案。一是對內地消費者需求大的部分國外
日用消費品，於今年6月底前開展降低進口關稅試
點，逐步擴大降稅商品範圍。二是結合稅制改革，
完善服飾、化妝品等大眾消費品的消費稅政策，統
籌調整徵稅範圍、稅率和徵收環節。三是增設和恢
復口岸進境免稅店，合理擴大免稅品種，增加一定
數量的免稅購物額，方便內地消費者在境內購買國
外產品。四是進一步推進境外旅客購物通關和退稅
便利化，嚴格落實進境物品依法主動申報納稅要
求。制定支持跨境電商進口的檢驗檢疫政策，清理
進口環節不合理收費。五是加快推進中國產品品牌
提升工程，支持實體店發展，實現線上線下互動。
規範市場秩序，嚴打假冒偽劣，促進優勝劣汰。讓
消費者能就近舒心，便捷購物。
受到內地鼓勵消費者在境內購物政策影響，本地

零售股昨日近全線急挫，卓悅大跌6.7%；莎莎
（0178） 跌 4.4% 。 Colourmix 母 企 威 高 國 際
（1173）下跌2.8%。珠寶首飾股亦受消息拖累，六
福（0590）昨收跌 3.4% ，周大福（1929）跌
2.1%。服裝手袋股方面，包浩斯（0483）及 I.T
（0999）分別下挫 4.2%及 3.7%。商場股九倉
（0004）及希慎（0014）分別跌3.6%及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香港寬頻
（1310）昨公布上市後首次中期業績，因期
內有單次融資成本及5.2億元的上市開支，
純利轉盈為虧，蝕4,668.8萬元，去年同期
賺1,088.7萬元，經調整淨利潤升29%至1.6
億元；每股虧損4.7仙；不派中期息。
期內，營業額按年升10.32%至11.26億

元，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增加15%至4.82億
元，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率亦由去年40.9%
上升1.9個百分點至42.8%。
上市後首個業績會，集團行政總裁楊主光

在會上多次以主要對手電訊盈科（0008）作
比較，似乎是向電盈下戰書，挑戰其一哥地
位。他指集團現時市佔率為35.4%，電盈市
佔率約45%，相信用4年至5年的時間，市
佔率可與主要對手看齊。

主攻私樓村屋客
楊主光指，集團上半年住宅寬頻用戶數淨

增加3萬戶至72.2萬戶，住宅ARPU按年增
加6%至184元，未來一年重點為搶佔市場份

額，ARPU升跌不是重點。每年目標可淨增加6萬
戶，重點針對私樓、村屋客戶。他指私樓是很大的糧
倉，明言要搶走主要對手電盈的住宅寬頻客戶。今年
6、7月會陸續開通於村屋網絡，以1,000伙以上的村
屋為目標，未來會增加相關廣告及銷售的投放。
楊主光表示，有留意電盈近日針對公屋戶減價，

集團會進取回應對手的減價策略，推出綑綁式銷售
計劃，更接受客戶在其他網絡供應商未滿約之前先
行簽約，對未來客戶淨增長前景十分樂觀。
集團企業客戶數淨增加3,000戶至3.5萬戶，抵銷

每月每戶平均收入按年跌3%至1,025元，企業寬頻
用戶市場份額為13%，較去年2月底增1.4個百分
點。楊主光認為，企業寬頻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未
來會專注服務小企業，並會推出更多新產品，相信
可提升每月每戶平均收入。
至於派息方面，他指全年業績公布時必會派息，

派息比例將會是經調整自由現金流的90%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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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及建行去季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 1.29%及
1.3%，各升0.16個百分點及0.11個百分點。重農

行的不良貸款就比周二公布業績的農業銀行（1288）
為好，重農行不良貸款率為0.74%，較去年12月底還
要低0.04個百分點。

重農行資本堪憂
不過，重農行的資本狀況則令人憂心，3個資本充足
指標均告下跌。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95%，一
級資本充足率則為9.96%，資本充足率為12.19%，三
者較去年底分別下跌0.17、0.16及0.26個百分點。有分
析員相信，未來重農行或通過其他方法集資，包括發
優先股，甚至從市場融資。
雖然重農行資本狀況欠佳，但該行業務表現仍然良
好，其中淨利息收入增長一成二至47.8億元（人民
幣，下同），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受惠於銀行卡業務
及代客理財業務增長帶動，收入飆升超過一倍至3.13
億元，錄得純利20.3億元，按年增長一成。
建行純利增長1.86%至670億元，其中淨利息收入增
長7.8%至1,113億元，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則受代銷基
金、代理保險增長較快，以及傳統房改金融保持穩健
增長等各方面帶動，同比增加5.63%至339.3億元。

工行非利息業務差
近年各間內地銀行均大力發展非利息業務，惟工行
於此分類上表現欠理想，首季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同
比跌1.25%至 372億元，淨利息收入則增長8.2%至
1,252.8億元，純利則為744.6億元，按年增長1.36%。
兩間內銀的資本狀況均繼續改善，建行3個資本充足

指標均向上揚，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及一級資本
充足率均錄得12.51%，較去年底增加0.39個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為14.97%，按季上升0.1個百分點。
工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2.24%，一級資本充足

率則為12.51%，資本充足率為14.41%，資本充足率輕
微下跌0.12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級資
本充足率均上升0.32個百分點。

128億注資工銀亞洲
工行同時宣布，將向香港區子公司工銀亞洲注資
16.5億美元（約127.9億港元），資金將用於滿足本港
監管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並提升該行於本港的競爭
力。
工銀亞洲戰略規劃與投資管理部兼財務與會計部總

經理陳冶軍早前接受訪問時表示，該行核心資本充足
率僅為10.09%，當時已計劃向母行提出增資要求，目
標令工銀亞洲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12%或以上。不過
工行的公告中，未有透露本次增資後對資本充足率的
實際影響。
內銀季績欠驚喜，拖累昨日內銀股價捱沽。工行收

跌0.58%，報6.87港元；中行收跌0.36%，報5.53港
元；建行收跌0.9%，報7.69港元；農行收跌2%，報
4.42港元；招行（3968）收跌0.62%，報23.9%。重農
行收跌1.31%，報6.77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中銀香港（2388）昨日
公布首季業績，其提取減值準備前的經營溢利按年增
長4.5%至81.9億元；淨經營收入按年升4.6%至113.8
億元。淨利息收入輕微下跌，中銀香港解釋，主要是
淨息差收窄。該股股價昨日表現反覆，全日收報31.55
元，升0.16%。

淨利息收入微跌
與去年第四季比較，集團今年首季提取減值準備前

的經營溢利錄得9.7%增長。中銀香港表示，第一季淨
利息收入輕微下跌，主要是淨息差收窄。人民幣市場
利率下跌及存款成本上升，令人民幣資產平均利差回
落；短期債務證券投資增加，亦導致淨息差收窄。
此外，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隨着保險、證券經紀、

基金分銷、買賣貨幣和信託及託管服務的佣金收入增
加而錄得增長，但匯票及繳款服務佣金收入則告下
跌。
該集團出售若干股份權益工具錄得淨收益，保險業

務淨經營收入亦增加；經營支出因人事費用、折舊及
租金增加上漲。不過，貸款減值準備淨撥備上升，因
個別評估減值準備淨撥備有所增加，去年同期則為淨
撥回。
另外，首季提取減值準備前的淨經營收入較上季度

增長3.2%。淨利息收入下跌，主要是淨息差收窄。人
民幣資產平均利差下跌，以及短期債務證券投資增
加，導致淨息差下降。
集團持續主動管理貸款和存款定價，改善資產負債

結構，紓緩相關壓力。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從上季度
的高位回落，主要是貸款、證券經紀、信用卡及保險
佣金收入下跌。基金分銷及買賣貨幣佣金收入則較上
季度增長。
期內，銀行業務淨交易收益及集團保險業務淨經營

收入亦有所增加。經營支出下跌，是由於人事費用及
與業務相關的支出減少。集團貸款減值準備淨撥備較
上季度增加，緣於個別及組合評估減值準備淨撥備均
有所上升。

中行首季多賺1%
中行（3988）昨日亦公布，首季股東應享稅後利潤
按年升1.05%至458.38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
基本盈利16分。該股昨跌0.36%，全日收報5.53港
元。
中行首季淨利息收入按年升5.93%至810億元；淨息
差2.22%，按年下降0.07個百分點。非利息收入按年下
降7.13%至403.29億元。非利息收入在營業收入中佔
比為33.24%，按年下降2.98個百分點。其中，手續費
及佣金收支淨額243.55億元，按年減少15.93%。
首季客戶存款按季增長6.16%至115,559.78億元；客
戶貸款總額按季增長3.76%至88,023.94億元。投資總
額按年增長6.09%，至28,753.96億元。
首季資產減值損失137.84億元，按年下降8.69%；

不良貸款總額1,167.77億元，不良貸款率1.33%，不良
貸款撥備覆蓋率167.05%。期內，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按季增加26點子，至10.87%；一級資本充足率按季增
加50點子至11.85%。

中銀撥備前經營溢利增4.5%

■中銀香港第一季淨利息收入輕微下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內銀繼續

發布首季業績，昨日工商銀行（1398）、

中國銀行（3988）、建設銀行（0939）及

重農行（3618）分別公布其首季業績。工

行建行兩間大行的不良貸款續升，令人憂

慮內地經濟環境差於市場預期。內銀季績

欠驚喜，加上人行澄清買債傳聞，拖累內

銀股回軟。

■工行的非
利息業務表
現欠理想。
資料圖片

■建行的淨
利息收入增
長7.8%。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