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昨日是農曆二月初二「龍抬頭」，A
股卻沒沾到好彩頭。全日滬深兩市委靡不
振，滬綜指全日跌2.02%，險守2,800點，
深成指與創業板指也跌逾1%。

CPI大漲料僅短期現象
昨日公佈的2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同比上漲2.3%，創下19個月新高。不過
分析普遍認為，由於農曆新年和惡劣氣候
影響，食品價格大漲推高了2月CPI。上
述現象只是短期，未來數月CPI將保持溫
和。

周四兩市開盤漲跌互現，滬綜指低開
0.52%，深成指高開0.03%，創業板指低
開0.1%。開盤後，深市波幅頗大，創業板
指上躥下跳，半小時內振幅超2%，滬綜
指則維持低位震盪。午後開盤，創業板一
度翻紅，但迅速回落。臨近尾盤，券商股
殺跌，兩市再度插水。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804點，跌57點
或2.02%；深成指報9,390點，跌132點或
1.39%；創業板指報1,936點，跌33點或
1.72%。量能更萎縮至未及4,000億元（人
民幣，下同），兩市成交總額3,550億
元，較上日再減近700億。

盤面上，僅釀酒股飄紅，小幅升
0.19%，其餘分類悉數收跌，海洋經濟、
券商信託領跌兩市，均跌逾3%。好股道
資金顯示，兩市在量能大幅萎縮中，仍流
出198億元資金，直接讓眾多個股再現殺
跌。
廣州萬隆分析，雖然昨日空頭尾盤怒砸

股指，但盤中亦暗藏了兩大假象，這意味
着空頭當前殺跌已現強弩之末：首先，股
指殺跌量能大幅度縮小，為近期新地量，
說明空頭殺跌力量並不強大；另外，雖然
大盤跌2%，但跌5%以上的個股大幅減
少，不少個股開始在低位橫盤。

「龍抬頭」失威 A股縮量再跌
■■上證綜指昨收報上證綜指昨收報22,,804804
點點，，跌跌22..0202%%。。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平安銀行去年淨利潤
218.65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10.42%。不過，因受經
濟金融形勢和企業經營管理能力
等內外部因素影響，部分企業經
營困難，融資能力下降，出現貸
款逾期、欠息等，令該行不良貸
款有所增長。銀行壞賬餘額升至
176.45億元，同比大增68%；不
良貸款率為1.45%，較年初上升
0.43 個 百 分 點 ； 撥 貸 比 為
2.41%、較年初上升0.35個百分
點，撥備覆蓋率為165.86%，同
比下滑了35.04%個百分點。
該行行長邵平稱，目前平安銀行經營網

點已突破千家，但在近一兩年將縮減四分
之一經營效益不佳的網點，在一些省份加

開分行。另外，今年計劃向香港監管機構
遞交申請，在香港設立分行，拓展存款、
貸款和資產管理等業務。

平行擬今年港開分行

部分以閒置資金購買理財產品公司
公司

小天鵝A（000418）

海天味業（603288）

深信泰豐（000034）

沙鋼股份（002075）

傑瑞股份（002353）

長城信息（000748）

中原內配（002448）

四維圖新（002405）

希努爾（002485）
註：金額為人民幣

閒置金額（元）

60億

26億

20億

8億

8億

6億

5億

5億

5億

資金類型

自有資金

自有資金

自有資金

自有資金

募集資金

自有資金

自有資金

自有及籌集資金

自有資金

投資期限

24個月

12個月

24個月

24個月

12個月

12個月

24個月

90天

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
內銀資產質素惡化成為市場焦
點，青島銀行（3866）去年不良
貸款率按年升5個基點至1.19%，
撥備覆蓋率則降6.17個百分點至
236.13%。副行長兼執行董事楊
峰江昨日未有透露風險管控具體
目標，但稱目前比率有競爭力，
認為今年不良貸款要視乎銀行風
險管控水平，該行會做好風險管
理工作。

「整體零售不良率可控」
不良貸款上升，其中零售業務

不良貸款率由2014年的1.06%，
升多0.12個百分點至去年的1.18%。楊峰江
表示，零售業務貸款中的個人消費貸款不
良貸款率較該行平均水平高，他估計個人
消費類不良貸款會繼續上升，但整體零售
業務不良率依然可控。
該行按揭貸款目前佔整體零售貸款超過

一半，按揭貸款的不良貸款率仍位於低水
平。未來該行會提升按揭貸款佔比，今年
首季按揭貸款佔比已有上升。

「大宗商品價格料見底」
企業貸款方面，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令
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相關企業不良貸款率

去年上升。楊峰江認為可以理解，估計目
前大宗商品價格見底，企業不良貸款率未
必會上升。
他又指，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令製造業

貸款受壓，該行會調整製造業貸款比例，
去年其佔比已降低5個百分點，繼而投放更
多貸款於民生、水利及環保等行業。
該行周三公佈全年業績，淨利潤18.13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 21.3%。截至去年
底，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及一級資本
充足率12.48%，按年升2.76個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按年升 4.29 個百分點至
15.04%。

■楊峰江（右）昨未有透露今年風險管控具體目標。旁
為董事長郭少泉。 張偉民 攝

青島銀行擬增按揭貸款佔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龍光地
產（3380）昨公佈去年業績，年內錄得
股東應佔溢利26.493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12.8%；若不計投資物業及衍
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及相關遞延

稅項的年內溢利，其核心溢利按年增
12.1%，至 19.736 億元，核心溢利率為
13.5%；每股基本盈利增11.6%，至52.41
分 。 派 末 期 息 14 仙 ， 佔 核 心 溢 利
33.1%。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公佈
去年第四季澳門酒店項目統計資料。截至
去年第四季，在建酒店項目共有16個，按
發展商提交的初步計劃資料統計，預期可
供應約10,738間客房。另外，處於設計階
段的酒店項目計劃共有34個，將可提供約

8,882間客房。兩者合共50個項目初步可提
供 19,600 多間客房和 13,000 多個泊車位
（包括私家車位和電單車位）。去年第四
季在建酒店項目客房總建築面積、客房數
量及泊車位數量均較去年第三季下調，與
2014年同期比較均減少逾三成。

澳16在建酒店可供逾萬客房

龍光地產去年多賺12.8%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經濟增速放緩，不
少上市公司並沒有將自有資金壯大業務，
而是利用閒置資金進行投資理財。其中，
家電企業小天鵝股份9日公告稱，擬投入
最多6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自有閒置
資金進行委託理財，創下今年來上市公司
理財金額之最。
小天鵝公告稱，可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
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資產
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中短期低風險投資
理財，參與銀行理財產品、信託公司信託計
劃、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計劃、證券公司
及基金公司類固定收益類產品等，但不能投
資於股票及其衍生產品、證券投資基金及以
證券投資為目的的委託理財產品等。

年內逾200企公佈類似計劃
當天，除了小天鵝外，還有多家上市公
司公佈了類似的投資計劃。據證券時報統
計，從今年初至3月9日，發佈購買理財
產品的公告超過500份，涉及上市公司
200多家；而2015年有582家上市公司購
買各種理財產品，金額近5,000億元。
周三晚，還有一些公司宣佈閒置資金理
財計劃。例如剛完成首次公開發行
（IPO）並上市的海天味業公告稱，擬投
入不超過26億元用於購買銀行、券商、資

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固定收益類或低
風險類短期理財產品；深信泰豐也宣佈，
在不超過20億元的額度內，利用自有閒置
資金投資理財產品和信託產品。
僅3月9日，就有14家公司發佈購買理

財產品及進展公告，涉及金額高達151.7
億元。多家公司在公告中指出投資的產品
不涉及股票等風險投資的投資範圍，而保

本型銀行理財品仍是主流。當中，大部分
公司皆是以自有資金作理財，但傑瑞股份
就以8億元募集資金用於理財。
目前內地經濟放緩，企業經營利潤有壓
力；加上A股不景，不少上市公司股價低
迷，有公司利用閒資理財，以作增加收
益，希望支撐股價。當中，也有些公司不
務正業。

小天鵝擬60億委託理財

香港文匯報訊

消息指，內地為

支持實體經濟，

擬推出文件允許

商業銀行在不良

資產處置領域實

施債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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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傳准債轉股
助企業減債 銀行降收益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人民銀行
已在起草相關銀行債轉股文件，允

許商業銀行處置一些不良債權時，將銀行
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係，轉變為持股關
係，在經濟下行期，增加金融機構和企業
逆周期調節的手段。有關文件會由國務院
特批以突破商業銀行法規的限制。
報道稱，擬推出的文件中，將列明對債
轉股的允許期限、處置手段。消息人士
指，文件會由國務院特批，推動的目的是
解決實體經濟困難。據中國商業銀行法第
43條規定，商業銀行在境內不得從事信託
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
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
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將由國務院特批
內地最大民營造船廠熔盛重工（現更名
為華榮能源1101.HK）已先行一步。公司
周二公告稱，擬向債權人發行最多171億
股股票，包括向22家債權銀行發行141億
股，向1,000家供應商債權人發行30億
股，以抵消171億元人民幣的債務。《財
新報》報道稱，這意味着中國銀行

（3988）將成為熔盛重工的最大股東。
目前債轉股主要由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AMC）進行，通過收購銀行的不良資
產，將原來銀行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
係，轉變為AMC與企業間的控股或持股
關係。原來的還本付息轉變為按股分紅，
在企業狀況好轉後，通過上市、轉讓或企
業回購形式回收資金。

銀行控制力料增
有銀行高層認為，債轉股可以強化對企

業的監督管理，轉股後，銀行增加控制
力，也可重組及注入資產等手段盤活。不
過另一方面，債轉股也容易造成道德風
險，所以銀行會慎之又慎。
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在兩會期間表

示，在供給側改革下，去產能去庫存去槓
桿肯定會造成銀行不良資產上升，因此從
中央到央行、銀監會的政策皆會給銀行處
理不良資產提供新的出路，比如資產證券
化、打包出售等，化解銀行不良資產。
前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梅興保周一指

出，在不良資產處置方面，銀行可在重點
領域實施債轉股。經濟下行期，銀行不要

看到產能過剩就過度追債，可以實施重點
地區的債轉股政策，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
率，提高企業信用。
國泰君安證券分析師徐寒飛認為，銀行實
施債轉股等於無限延長債務期限，並把利息
支付降到零，降低銀行的收入和使得資產結
構中高風險權益資產佔比上升，對股市是利
空；企業則可增加權益，減少負債，槓桿下
降，信用提升，利好存量債券。

商業銀行債轉股兩面睇

■平安銀行計劃在香港設立分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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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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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佔比上升

企 業 減 少 負

債 ， 槓 桿 下

降，信用提升

增加金融機構和企業

逆周期調節的手段，

支持實體經濟

■消息指，人民銀行已在起草相關銀行債
轉股文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