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

華）交通銀行（3328）昨公

佈去年度業績，純利按年升

1.03%至665.28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盈利為0.9

元。該行派末期息0.27元，

派息比率維持3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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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料不良貸款率續升
資產質素惡化 惟範圍仍可控

交行及徽商行2015年業績撮要
交行

金額（人民幣）

1,945.58億元

665.28億元

0.9元

27分

71,553.62億元

13.49%

11.14%

1.51%

155.57%

製表：黃萃華、吳婉玲

按年變幅

＋8.92%

＋1.03%

＋1.12%

持平

＋14.15%

－0.55個百分點

－16個百分點

＋0.26個百分點

－23.31個百分點

營業淨收入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末期息

資產總額

資本充足率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不良貸款率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徽商行

金額（人民幣）

169.77億元

61.61億元

0.56元

15.9分

6,361.31億元

13.25%

9.8%

0.98%

250.49%

按年變幅

＋33.17%

＋8.6%

＋9.8%

持平

＋31.77%

－0.16個百分點

－1.7個百分點

＋0.15個百分點

－4.78個百分點
■■彭純彭純（（左二左二））指指，，淨息差收窄是淨息差收窄是
人行多次減息所致人行多次減息所致。。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至去年底，該行不良貸款餘額升30.7%
至562億元，不良貸款率升0.26個百

分點至1.51%。期內，該行淨經營收入為
1,945.58億元，按年升8.92%，其中淨利息
收入錄得1,441.72億元，按年升6.97%；淨
手續費收入及佣金收入為350.27億元，按
年升18.32%；保險業務收入40.51億元，
同比增59.05%。

「淨息差呈收窄趨勢」
該行去年淨息差為2.22%，按年收窄14
個基點，行長彭純昨於業績記者會上表
示，淨息差收窄是人行多次減息所致；人
行減息的影響今年會陸續浮現，相信資產
定價下行幅度較負債的降幅為多。彭純又
指，整體淨息差走勢較預期好，但人行多
次減息已令淨息差呈收窄趨勢。
交行與同業一樣，資產質素出現惡化，

截至去年年底，不良貸款餘額562億元，
較2014年底上升30.7%；不良貸款率為
1.51%，升0.26個百分點。該行首席風險
官楊東平表示，不良貸款率上升是預期之
內；今年不良貸款率仍會上升，但屬於可
控範圍。

「減煤炭鋼鐵業貸款」
他指，不良貸款率上升主要是因為市場

要釋放早年的風險信貸抑壓，加上大環境
存在過剩問題，以及企業盲目擴展，不理
性經營下導致資金鏈斷裂，令不良貸款上
升。他指，未來大環境影響會成為重要因
素，該行會繼續投放貸款於較具優勢的行
業，但對煤炭、鋼鐵等傳統產能過盛的行
業，貸款餘額就會主動減退。
他又補充指，該行已於去年主動減退62

億元的貸款餘額；未來對8大產能過剩行

業，會實施限額管理及名單管理，同時會
加強排查，確保風險可控。

「冀人行推動態監管」
另外，該行撥備率較2014年底升0.11個
百 分 點 至 2.35% ； 撥 備 覆 蓋 率 為
155.57%，較2014年底下跌23.31個百分
點。彭純表示，撥備覆蓋率下降是行業趨
勢，反映在逆周期下，撥備能充分使用，
又強調有信心抵禦風險，期望人行未來推
出較動態的監管政策。該行風險加權資產
（RWA）較2014年底升11.75%，至4.65
萬億元。
該行截至去年底，資本充足率為

13.49%，同比少55個基點；一級資本充足
率為11.46%，按年多16個基點。核心一級
資本充足率為11.14%，較2014年底減少
16個基點。

彭純：保持30%派息比率有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市場

關注內銀派息比率會否調整，交行
（3328）行長彭純昨表示，在資本穩定
的前提下，純利不容易上升1%；今年
保持30%的派息比率有一定壓力，但該
行一向有維持長期穩定的分紅政策，今
年會努力保持派息比率在此水平。

「供給側改革長益短痛」
對於內地進行供給側改革，彭純認為
改革對內銀而言是「長期受益，短期陣

痛」，相信短期內會去產能，又會將嚴
重虧損的企業退出市場，令銀行資產質
素受壓。長期而言，資產質量會得到結
構改善，對商業銀行有利。

「子公司擬引民營資本」
他又指，配合國家政策，目前中層以

上員工有400人持有該行股份，反映員
工對公司未來有信心。該行目標成為首
批落實員工持股計劃的國有商業銀行，
同時該行會繼續研究深化改革，考慮旗

下子公司作試點引入民營資本。
另外，該行去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量增

加3,200億元，首席財務官吳偉表示，
人民幣債券中有約2,800億元是地方債
券，銀行發行放地方債是未來大方向。
該行希望能維持7%地方債市場佔有
率。
對於該行的國際化步伐，彭純表示會

與交行股東之一的匯控（0005）合作，
借助其全球化經驗，推展國際業務，該
行計劃今年於巴黎及羅馬成立分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吳婉
玲）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銀行的不良貸
款壓力增加，徽商銀行（3698）去年不良
貸款率增加0.15個百分點，至0.98%。行
長吳學民昨於業績記者會表示，今年的不
良貸款率仍然存在壓力，亦難以估計何時
見頂，但相信可以透過措施，控制該行的
不良貸款率低於行業水平。

今年不良貸款率或突破1%
對於不良貸款率的上升，董事長李宏鳴
表示，內地經濟下行是導致該行不良貸款
上升的主因，該行的不良貸款率在許多同
行中處於適中水平。他坦言，今年的不良
貸款率可能會突破1%。
吳學民又指，若推出「不良資產證券

化」及「債轉股」政策，該行將積極參

與，認為有關政策能夠加快處置不良資產
的效率。李宏鳴則認為，有關措施只是經
濟放緩間的緩衝工具，不是化解問題的方
法。
至於地方債的問題，去年該行向安徽省

購買了200億元人民幣地方債，約佔該省
當年總地方債的十分之一，今年也將類
似，因地方債有政府作擔保和可以再融
資，因此並不擔心。企業債卻有些令人擔
憂，該行將加強對企業貸款的審查和風險
控制。
徽商銀行昨宣佈，擬在境外非公開發行

總規模不超過6,000萬股、募集資金不超
過等值60億元人民幣的優先股，用於補充
該行其他一級資本。另外，吳學民表示，
該行已向中證監提交A股上市計劃，目前
正在積極推動。

徽商行：「債轉股」僅為緩衝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險
（2328）去年純利218.47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升44.5%，派末期息30.4
分。財險純利創新高，投資收益大增近
55%，投行高盛認為財險業績勝預期，維
持其「買入」評級，消息令財險大升
5.4%。瑞信亦上調財險2016年及2017年
的盈利預期，幅度分別為9.3%及2.7%，
並將目標價由14.7元上調至16.4元，維持
「跑贏大市」評級。

財險投資收益增55%勝預期
至於財險的母公司人保（1339），去年純
利升49%，但股價只有0.64%的升幅。人保
投資金融部總經理盛今表示，去年集團總投
資收益率按年升1.3個百分點至7.3%，但坦
言今年投資環境更具挑戰，投資收益率未必
達到去年的水平，主要由於經濟下行壓力
大，以及市場進入低利率時期。
他續稱，今年10年期國債及優質央企債

券收益率均低於3%，單靠債券回報已難
以覆蓋保單成本，故集團今年將審慎挑選
更優質的資產作投資，惟與資本市場波動
有關的股票及基金佔總投資組合配置，將
較去年約8%水平有所下降。

人保：償付能力達標毋須融資
人保首席財務執行官周厚杰指，去年集

團償付能力充足率跌至157%，主要由於
去年增持興業銀行股權，並稱內地今年起
落實「償二代」，目前集團償付能力充足
率仍可滿足監管要求，並不需要融資。

瑞信同樣維持人保「跑贏大市」的評
級，指人保去年壽險新業務價值升12%，
增幅較該行預期低2個百分點。稅後純利
195億元人民幣，按年升49%，與早前公
佈的相若。該行將人保今年每股盈利預測
調高0.2%，明年調低3.3%，目標價由3.3
元升至3.8元。

太保：看好農業保險發展前景
太保（2601）去年純利177.2億元，同

比升60.5%，每股派息1元。太保董事長
高國富表示，太保看好農業保險的發展前
景，繼前年增持安信農保34.34%股權後，
已成為該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未來一旦獲
保監准許太保再次增持，將計劃未來增持
安信農保股權至超過51%，以發揮兩者的
協同效益，發展新的銷售渠道。

人保：今年投資環境更具挑戰

■人保昨天舉行業績發佈會。圖為董事長
吳焰。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比亞迪（1211）董事長
兼總裁王傳福昨指出，今年新能源汽車目
標銷量12萬輛至15萬輛，較去年的5.8萬
輛增長超過一倍。其中，去年電動巴士
K9銷量約5,000輛，今年力爭倍增。他
指，集團現時在多個領域均有具競爭力的
產品，有信心能完成目標。

「準備好應對補貼退坡」
按照國家補貼政策，新能源汽車的國家補

貼標準將調整，第一次在2017年初，補貼
金額下調幅度20%；第二次調整將在2019
年。王傳福表示，集團已做好了應對補貼退
坡的準備，預計對銷量不會有太大衝擊。
有關比亞迪早前公佈的A股非公開發行

預案，王傳福稱已獲中證監批准，會選擇
合適時間窗口發行，惟未有時間表。
比亞迪前晚公佈去年度業績並發今年首

季盈喜，料今年首季盈利介乎7.2億元（人
民幣，下同）至9億元，按年增長495%至
644%。主要由於預計傳統汽車業務保持平
穩發展；新能源汽車領域保持良好的發展
趨勢，銷量大幅提升，帶動集團收入及利
潤持續增長去年全年純利則錄得28.23億
元，按年增長5.51倍。每股盈利1.12元，
不派末期息。同系比亞迪電子（0285）去
年全年純利微增0.72%至9.08億元，亦不
派末期息。
比亞迪昨收報44.65港元，升4.94%；
比亞迪電子則收報4.54港元，無升跌。

比亞迪冀新能源車增銷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安東油田
服務（3337）首席執行官皮至峰昨表示，國
家的「一帶一路」政策已為公司帶來收益。
去年公司海外市場新訂單增加不少，未來業
績增長動力將放在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拉克
的業務，去年該區業務增加約四成。

去年虧損收窄不派息
安東油服去年全年營業額按年跌11.5%
至18.33億元（人民幣，下同），錄得虧損
1.95億元，不派息。2014年同期虧損1.98
億元。皮至峰指，去年虧損微增主要是

2013年發行的美元債券在期內增加匯兌損
失所致。公司會繼續嚴格控制匯兌風險。
集團去年重點發展海外市場，利用中東

地區OPEC國家增加原油產量的需求，並
抓住全球油公司在低油價高壓力下更加關
注成本的機會，推行「中國公司佔優勢地
區全球覆蓋」的市場戰略，加強市場投
入。期內，集團海外市場收入按年增9.9%
至 7.609 億元，佔總收入比例攀升至
41.5%；海外新增訂單達19.018億元，創
歷史新高，按年升50.1%。
業績報告指出，今年市場總體形勢依然

嚴峻，儘管國際油價有回升趨勢，惟依然
面臨不確定性，油田服務行業產能過剩的
局面預計仍將持續。預料各產油國在爭奪
市場份額上仍將繼續博弈，成本將成為油
公司最為關注的競爭因素。中國政府推動
「一帶一路」戰略，更多中國公司將「走
出去」投資海外油田，給中國公司帶來大
型總包項目的機會。
安東石油主席羅林表示，集團堅持「全

球化」發展戰略，重點及優先發展海外市
場，以冀海外收入達到或接近2016年總收
入的一半。

安東油服海外新訂單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國藥控股（1099）總裁兼執行董
事李智明昨於業績記者會表示，截至去年底，集團有3,080間零售
藥店，門店覆蓋全國18個省市，長遠目標是將零售和分銷收入比
例提升為二比八。零售業務方面，除了併購，並會每年新增自營
店300間。近日內地爆出「黑心疫苗」事件，他表示集團並無參
與及介入其中，反映集團高度可靠。

去年多賺三成派息41分
去年國藥控股營業收入增長13.46%至2,270.69億元（人民幣，

下同），其中醫藥分銷收入為2,158.54億元，按年增加12.74%，
佔總收入94.13%；醫藥零售收入87.29億元，按年增加47.85%，
增長主要由於收購擴張和存量藥店自身業務增長。全年純利37.6
億元，按年增加30.81%；每股盈利1.36元；派末期息41分。
李智明指，今年的銷售目標是不低於行業增長；2015年的資本

開支為21億元，今年為加強銷售網絡建設及物流投資，會略高於
去年。他又表示，集團有國際化基礎，亦有一直接觸不同國家的
公司，但有關的戰略合作仍處於初步階段。

國藥稱不涉黑心疫苗案

■李智明（中）指，今年的銷售目標是不低於行業增長。吳婉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