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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料澳賭收見底 明年有望回升
人賬目會計制度和修法方向，加強規範中
介人行業管理，促進行業有序健康發展進
行了交流。

促中介人博監局加強溝通
■業界料澳賭收入下跌已見底，貴賓廳市
場整合將近結束。
吳靖 攝

廳亦會回升。對於各類負面消息，現已逐
步消化，貴賓廳市場整合亦是將近尾聲。

梁維特否認博監局長「被離職」
新任博監局局長挑戰重重此外，現任澳
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雪萬龍，將於下月
25 日任期屆滿後退休，現時政府現正物色
適合人選。梁維特否認雪退休離任，是因
貴賓廳連串事件而引咎辭職。他指出，倘
若當他任期屆滿後仍未有人選，則由副局
長梁文潤代任，而新任局長上任後亦將面
對多項挑戰，包括博彩中期檢討、完善法
律法規以更好地規範行業運作等。

中行壞賬撥備
163億創新高
第三季盈利跌1.5% 2009年首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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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樓市有魔力 吸金力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
道）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昨日會見
立法會議員鄭安庭及澳門娛樂博彩業中介
人協會會長郭志忠一行，雙方就博彩中介

梁維特表示，博彩業進入了深度調整
期，貴賓廳業務呈現明顯的調整趨勢，博
彩業及博彩中介人營運的規範化和透明度
提高，監管制度的完善和優化，成為近期
社會討論的焦點。博彩中介人在澳門博彩
業發展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強
調，博彩中介人應積極配合博彩監察暨協
調局的監管工作，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法

規及內部指引，藉以優化內部管理，提升
行業的形象和競爭力。
他指出，已指示博監局加強與博彩中介
人團體的溝通，及時了解業界面對的問
題，以提供更有針對性地依法提供協助，
而博監局亦指派了專人作為與業界團體溝
通的聯絡人。他認為現有的內部指引及業
界的執行情況，將是未來修訂博彩中介人
相關法律法規的重要參考。
博彩中介人協會常務副會長周焯華接受
傳媒採訪時認為，明年澳門博彩業回升
「絕對有可能」，現時貴賓廳模式愈變愈
好，隨着整體旅遊業及博彩業復甦，貴賓

美高梅上季收益跌33%
香港文匯報訊 美高梅中國(2282)昨日
公佈，今年第三季度賺取收益淨額 5.2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3%；主場地
賭枱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 30%；貴賓賭
枱收益減少 39%，主要由於貴賓賭枱轉
碼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55%，而本年季度
的 贏 率 則 增 加 至 3.7% ， 去 年 季 度 則 為
2.7%。
期 內 ， 經 調 整 EBITDA 為 1.28 億 美
元，比去年季度減少 40%，包括本年季
度 900 萬美元的牌照費開支，而去年季
度則為 1,200 萬美元；經調整 EBITDA 收
益 率 於 本 年 季 度 下 跌 268 個 基 點 至
24.2%；經營收入為 6,300 萬美元，而去
年季度則為 1.4 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去年中國人首次
取代美國人成為澳洲最大
的海外投資者，其中逾八
成資金集中在房地產。有
澳洲地產商表示，旗下所
有項目，有30%至35%的
買家就來自內地或香港。
在經濟及股市受挫下，仍
無阻他們湧入澳洲，均因
當地的樓價在兩次金融風
暴時都逆市反彈，令不少
人拜倒其石榴裙下。

業績。中銀香港第三
季經營溢利按季跌
12.93% 至 77.68 億
元。而中行第三季度
盈利同比下跌 1.5%，
為 2009 年以來首次；
壞賬撥備額更達 163
億元人民幣的上市以
來新高。

三成買家為香港或內地客

中國銀行昨日公佈，集團實現稅後利潤
1,378.74 億元（人民幣，下同），股

東應享稅後利潤 1,315.45 億元，同比分別增
長0.79%和0.31%。其中利息淨收入2,462.80
億元，同比增 3.14%，淨息差按年降 0.12 個
百 分 點 至 2.14% ， 非 利 息 收 入 1,104.93 億
元，按年升2.73%。

率 153.72%。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一級資本充足率及資本充足率分別為
10.71%、11.68%及13.65%。
而單看中行第三季業績表現則遜於市場預
期，盈利錄得407.99億元，按年跌1.5%，每
股盈利 0.12 元，而期內淨利息收入為 828.9
億元，升近1%，資產減值損失 136億元，大
升44%，為2006年上市以來新高。手續費及
佣金收支淨額則升7.5%。
至於中行子公司中銀香港，第三季提取減
值準備前的淨經營收入為 111.72 億元，按季
下跌 9.23%，而經營溢利按季跌 12.93%至
77.68 億元。該行表示，淨利息收入輕微下

跌，是因淨息差受人民幣資產的平均利差下
降而收窄。

中銀淨息差收窄 人幣資產利差降

第三季度投資氣氛明顯轉弱，該行淨服
務費及佣金收入由上季度的高水平回落，
證券經紀、基金分銷及貸款的佣金收入下
跌，但買賣貨幣及保險的佣金收入錄得增
中行資產減值損失增近 15%
長。而經營支出因人事費用增加而略為上
升。
中行資產減值損失 448.93 億元，同比增加
受惠於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增加帶動，中
58.15 億元，增長 14.88%，而不良貸款總額
銀香港今年首三季提取減值準備前的淨經營
1,290.72 億元，基本維持在 1,290 億元的水
收入較 2014 年同期上升 4.8%，錄得 348.6 億
平，不良貸款率 1.43%，不良貸款撥備覆蓋
元，該行指，淨利息收入大致
持平，平均生息資產增加，但
中行、招行及建行首三季經營數據
升幅被淨息差收窄抵消。該行
招行
中行
建行
表示，淨息差收窄是因短期債
務證券投資有所增加，以及人
億元
億元
按年變幅
按年變幅
億元
按年變幅
民幣市場利率下跌，及人民幣
營業收入
1566.27 +24.78
3567.73 +3.01%
4422.99 +6.47%
客戶存款成本上升，令人民幣
歸屬於股東淨利潤
485
1378.74 +0.79%
+5.89%
1915.57 +0.66%
資產的平均利差下降。
每股收益
1.92(元) +5.49%
0.43(元) -8.07%
0.77(元) +1.32%
此外，上半年市場投資氣氛
向好，帶動淨服務費及佣金收
不良貸款率
1.60% +0.49個百分點 1.45% +0.26個百分點
1.43% 入增加，令首三季的證券經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0.71% +0.1個百分點 10.83% +0.39個百分點 12.73% +0.61個百分點
紀、保險及基金分銷佣金收入
一級資本充足率
11.68% +0.33個百分點 10.83% +0.39個百分點 12.73% +0.61個百分點
明顯增長，另外貸款、信用卡
及買賣貨幣的佣金收入亦有增
資本充足率
13.65% -0.22個百分點 12.79% +0.41個百分點 14.97% +0.1個百分點
加。
製表:記者 黃萃華

澳洲 LK Group 旗下 Capitol Grand
項目銷售總監 Christian Numa 昨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港人及內地人因種
種原因，升學、移民或投資，近年持
續對澳洲物業需求強勁。甚至乎，即
使受困於經濟放緩、股市波動，他們
的需求依然龐大。
姑勿論澳洲的環境、教育及福利的
吸引力，Numa 指出，從投資角度出
發，澳洲是資金的避風港。「似乎有
種咒語，當內地及香港，或者亞洲股
市大跌時，澳洲少數的地區樓價反而
大升。」他所指的咒語，事實上是當
地政府在 2000 年及 2008 年兩次金融風
暴，推出優惠政策托市，令樓價逆市
反彈。因此，Numa 說，亞洲區的經濟

建行不良貸款額增 24.54%
資產質量方面，不良貸款「雙升」，不良貸款餘額 1,499.71 億
元，較去年末增加 368.00 億元，上升 24.54%；不良貸款率較年初
升 0.26 個百分點至 1.45%；減值準備對不良貸款比率為 178.99%，
較上年末下降 43.34 個百分點。
而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及資本充足率分
別為12.73%、12.73%及14.97%。
另外，招行昨亦公佈首三季業績，淨利潤 485 億元，同比升
5.89%，每股基本盈利 1.92元；期內，營業淨收入 1,566.27億元，按
年升 24.78%，其中淨利息收入按年增長 17.70%至 1,011.59 億元。淨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449.77億元，按年升47.16%。
受零售低成本活期存款佔比上升，以及流動性較為寬鬆環境下，
同業資金成本率下降等影響，淨利差和淨利息收益率都有所上升，
淨利差及淨利息收益率分別為2.59%及2.81%，分別按年升0.17個和
0.14個百分點。

招行不良貸款餘額增 55%
非利息收入方面，因該行積極拓展財富管理等業務，帶動了非利
息 淨 收 入 增 長 ， 首 三 季 非 利 息 淨 收 入 510.24 億 元 ， 同 比 大 升
42.06%。
資產質量方面，截至 2015 年 9 月末，招行不良貸款餘額為 433.97
億元，較年初增加 154.80 億元，增 55.45%；不良貸款率 1.60%，年
內升 0.49 個百分點；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195.47%，較年初跌 37.95
個百分點；而貸款撥備率較年初升0.53個百分點至3.12%。
另外，招行期內資本充足率12.38%，一級資本充足率10.43%，較
上年末分別上升0.45個和0.43個百分點。
而單計第三季業績，該行第 3 季度淨利差按季升 0.08 個百分點，
錄 2.56%，淨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449.77 億，按年升 47.16%；而非利
息淨收入554.68億元，同比增長40.16%。

波動反而促使投資者把資金移進澳
洲，向當地的經濟政策投下信任一
票。

澳元貶值 30%樓價平大截
「特別是澳元兌美元大幅貶值
30%，變相買樓就平了一大截。」Numa 指。近年內地投資者鍾情的悉尼及
墨爾本，樓價每年按年大升 10%，今
年來的貶值，令投資者再添置業的動
力。
LK Group 本周來港銷售的墨爾本豪
宅Capitol Grand，最貴的逾5,400方呎
單位售價高達 2,000 萬澳元（即約 1.1
億港元），最平的也要 65 萬澳元（即
約357萬港元），在澳洲，稱得上是十
分高端的住宅。會怕香港和內地經濟
差了，影響銷售嗎？Numa 繼續自信，
稱「這樣的豪宅在墨爾本很罕見，正
因供應少，因此較為保值，貴得有價
值。」

海外投資者不可買二手樓
儘管港人及內地人為重要客戶，Numa 強調，澳洲人始終是大客。「我們
設計的項目都是針對本地人需要，從不
遷就外國人口味。」此番豪語說來有
因，與香港不同，澳洲有特別的住宅買
賣法例，海外投資者一律不得購入二手
住宅。外國人買入的一手樓，要轉手獲
利時，最終也要賣給澳洲人。

莎莎重組店舖轉攻本地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個人遊
效應減退，本地零售業步入寒冬已是不
爭事實，零售業亦只好認清現實，將目
標客群由旅行轉回本地客身上。莎莎
(0178)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昨日出席公
開活動時表示，未來會視乎減租幅度，
而考慮將位於遊客區的店舖搬至民生
區，以將業務重點轉至本地客人。

郭少明表示，本港整體零售市道表現
不理想，訪港旅客下跌，再加上日圓及
歐元等外幣匯價下跌都削弱本港的吸引
力，但強調公司並無計劃裁員。租金方
面，他指，現時部分位於遊客區的街舖
獲減租超過兩成，未來將整合分店網
絡，將部分位於零售旺區的分店搬到本
地客源較多的新界區，又期望能夠維持
店舖總數。

前海店擬 12 月中開業

建行首三季淨利微升 0.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建設銀行(0939)及招商銀行(3968)昨
亦公佈首三季業績。建行首三季成績較市場預期差，淨利潤1,915.57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微升0.66%，每股基本盈利0.77元。
期內，建行利息淨收入3,408.08億元，按年增5.44%。淨利差及淨
利息收益率分別為 2.47%及 2.64%，按年下降 0.14 和 0.16 個百分
點。而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886.86 億元，按年增 5.83%。其中，信
用卡、理財產品、代銷基金、代理保險等產品實現較快增長，房改
金融等傳統優勢業務保持穩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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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澳洲物業
需求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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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主席郭少明強調公司無計劃裁
員。
梁偉聰 攝

郭少明直言，希望現時已經是零售市
道的最壞時刻，指「（香港）好的日子
經歷過，不好的日子要想想如何應
對」。他提到，公司未來會跟隨潮流去
調整產品結構，又指公司在深圳市前海
自貿區商場設零售店的計劃正進行得如
火如荼，預計在12月中前可以開業。

9 家銀行試行電子支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金管局
總裁陳德霖昨在《匯思》撰文表示，本
港銀行將於 12 月推出電子支票，首先會
有 9 家零售銀行先行推出電子支票出票服
務，其他的零售銀行則會稍後陸續推
出。

研應用至電商及跨境支付
陳德霖表示，開票行雖會分批推出開
票服務，但所有銀行都能接受客戶存入
的電子支票，而金管局會聯同銀行公會
進行推廣活動，提高市民對電子支票的
認知，亦會繼續與業界探討拓展電子支

票的進一步應用，包括電子商貿及跨境
支付等。
他又指，電子支票與實物支票比較，
電子支票保安措施更嚴謹，可防止任何
人於開票後篡改支票上的任何資料，同
時避免手寫簽名與銀行內部記錄不符，
而出現退票的情況。
同時，電子支票的整個流程可以自動
化處理，對企業而言可省卻實物支票牽
涉的繁瑣步驟，而銀行界目前處理每張
支票的成本平均要 15 元，每年花費超過
港幣 20 億元去處理支票，使用電子支票
可省卻大筆處理實物支票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