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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去年賺2771億勝預期
不良貸款率升至 1.5% 仍在可控範圍

建行多賺0.14%
資產減值損失急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工商銀行(1398)去年純利
2,771.3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多賺 0.5%，升幅雖然
小，但仍好過市場預期，數
字相當於每日賺 9 億港元，
末期息每股派 0.2333 元。不
過，該行資產質素惡化，不
良貸款率、資產減值損失等
■姜建清(左
二) 稱 ， 去 年
銀行業面對不
少挑戰，認為
利潤仍維持增
長已屬難能可
貴。
張偉民 攝

都增加，派息率亦減少。董
事長姜建清昨表示，集團去
年已用 600 億元處理近 1,700
億元不良貸款，但仍保持盈
利，認為集團有能力處理不
良貸款。

市場關注內銀股的派息比率，工行仍建議派發
總額共 831.5 億元的股息，惟現金分紅比例

為 30.3%，較 2014 年度的 33%有所減少。工行行
長易會滿表示，派息率有一點下降，但去年對 A
股的股息回報率是 5.1%，對 H 股是 6%，仍是相
當高水平。今年將平衡股東回報、利潤留存、資
本補充的需要來確定派息水平。

三項資本充足率均升
期內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2.87%，一級資本充
足率 13.48%，資本充足率 15.22%，均滿足監管
要求。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一級資本充足率按
年均上升 0.95 個及 1.29 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則
上升69個基點。

撥備覆蓋率降至156%
對去年內銀股業績打擊最大的，是撥備的數額
急升，工行的客戶貸款減值損失增加 53%至 870
億元，貸款減值準備升 8%至 2,800 億元。不良貸
款率升 37 點子至 1.5%，不良貸款額高達 1,795 億
元，大增 550 億元。撥備覆蓋率由逾 200%降至約
156%。

易會滿解釋，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及結構調整、
產業加快轉型，使部分企業償債能力下降，資金
鏈普遍趨緊，該行面臨的資產質量控制壓力有所
加大。但認為工行貸款質量整體穩定，不良貸款
率仍處於可控範圍。

今年淨息差料續收窄
工行期內的利息淨收入增加 2.9%，手續費及佣
金淨收入增 8.2%。但受人行去年 5 次降息及放開
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的影響，淨利息收益率收
窄 19 點 子 至 2.47% ， 淨 息 差 收 窄 16 點 子 至
2.3%。易會滿預期，在不考慮利率政策因素下，
今年工行淨息差料收窄20點子。
總的來說，考慮到經濟金融發展的新常態，以
及工行的利潤總量巨大，他認為，在高基數下導
致了增長難度增加，去年的業績符合預期，是來
之不易。他形容，工行目前的盈利若每增長1個百
分點，相當於5年前的1.7個百分點、10年前的7.3
個百分點，事實上，去年盈利已超過 2000 年後 8
年的利潤總和，其他指標亦高於監管標準。他續
說，未來該行仍然面對風險成本增加、息差收窄
等不利條件。

姜建清：不排斥「債轉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對於市場提出
以資產證券化及「債轉股」處理不良貸款，工
行董事長姜建清表示，工行不排斥以此作為處理
手法的選項，現時已有試點開始作資產證券化，
待相關方式能夠有秩序處理資產後，才考慮是否
引入。他期望，相關方式可跟從市場化方式來處
理。
早前穆迪因為中國的銀行不良貸款上升，而
調低銀行股評級，姜建清指出，現時內地不良
貸款率約 1.67%，工行則為 1.5%，表示工行能
有效處理相關問題，相信未來中國的銀行表

現，能證明穆迪的判斷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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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67.96億

+9.03%

2.5344

+9.03％

0.679

+18%

資產質素穩定 不良貸款率0.24%

金額(元)

變幅(%)

257.39億

-3.7%

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114.65億

+26.1%

淨利息收入
淨保費收入
減值準備淨撥備
純利
每股收益
每股末期息
淨息差
一級資本比率

124.45億

+62.57%

9.31億 +537.67%

1.49% -23個基點
12.89% +51個基點
製表: 記者 黃萃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受非利息收
入強勁增長所推動，中銀香港(2388)去年純利創
歷史新高錄得 267.96 億元，按年升 9%，每股盈
利 2.5344 元，派末期息 67.9 仙，連同中期股息
54.5 仙 ， 全 年 股 息 為 每 股 1.224 元 ， 按 年 多
9.3%，派息比率為48.3%。
期內，該行貸款、證券經紀、保險及買賣貨
幣的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均強勁增長；淨服務費
及佣金收入按年升 26.1%至114.65億元，淨交易
性收益為25.99億港元，同比上升20.5%。

息差料漸回升 長遠看好人幣
淨利息收入 257.39 億元，按年跌 3.7%；淨息
差 1.49%，下跌 23 個基點，該行副董事長兼總
裁岳毅昨坦言，淨息差收窄大部分是受人民幣
業務影響，因人民幣業務佔集團較大比重，而

該行去年的減值撥備大增 5 倍至 9.31 億元，風
險總監李久仲表示，撥備大增是 2014 年回撥增
加，強調該行資產質素穩定。該行去年不良貸
款率 0.24%，他指，要保持低不良貸款率有難
度，但會力爭保持不良貸款率位於健康水平。
副總裁龔楊恩慈表示，今年市場按揭利率下調
空間有限，而該行在按揭業務方面一向有很強競
爭力，她認為本港樓市今年交投會減少，但預計
該行按揭業務仍會有增長，但幅度會較去年低。

購母企東盟業務冀年內完成
岳毅表示，該行收購母企中國銀行(3988)東盟
業務計劃正穩步進行，期望可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分別收購一批資產，希望今年內可完成收
購，又表示十分期待東盟業務開展。
中銀香港去年底出售南商，根據協議，交易
需於今年 6 月 30 日完成，岳毅希望在依法合規
情況下能提早完成交易。至於會否派發特別
息，則要等到交易完成後董事會再行決定，但
認為出售南商可為東盟及「一帶一路」等業務
發展帶來更多資金。

該行的利息淨收入 4,577.52 億元，按年升 4.65%，淨息
差和淨利息收益率分別為2.46%和2.63%，較2014年分別
降 15 個基點和 17 個基點。手續費及佣金等非利息收入則
增加了4.62%至1,135.3億元。
成本對收入比率較上年下降 1.9個百分點至27.02%。截
至去年底，建行的資產總額為18.34萬億元，較2014年增
9.6%。不良貸款餘額 1,659.8 億元，較 2014 年增加 528.09
億元。不良貸款率1.58%，較2014年升0.39個百分點。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升 1.02 個百分點至 13.13%；一級
資本充足率升 1.21 個百分點至 13.32%；資本充足率升
0.53個百分點至15.39%。

資

2,771.31億元

+0.48

淨利息收入

5,078.67億元

+2.9

非利息收入

1,608.66億元

+13.8

項目

金額(人民幣)

按年變幅(%)

869.93億元

+53.3

純利

2,281.45億元

+0.14

不良貸款額

1,795.18億元

+44.2

936.39億元

+51.25

每股末期息

0.2333元

-8.65

淨利息收入

4,577.52億元

+4.65

非利息收入

1,135.3億元

+4.62

30.3%

-2.7個百分點

資產總額

18.34萬億元

+9.6

成本收入比

26.69%

-1.24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餘額

1,659.8億元

+46.66

資本充足率

15.22%

+0.69個百分點

每股盈利

91分

不變

每股末期息

27.4分

-8.97

不良貸款率

1.58%

+0.39個百分點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3.13%

+1.02個百分點

撥備覆蓋率

156.34% -50.56個百分點

周紹基

製表：記者

建行去年業績撮要
資產減值損失支出

中行多賺0.7% 陳四清：不容易

億元，按年微升0.04%。
該行稅後利潤 1,794.17 億元，較去年多 1.25%，行長陳四
清表示，對於過去幾年高增長的時代或算不上什麼，但他表
示，商業銀行盈利雙位數增長年代已完結，目前已是單位數
增長年代，在新常態下及經濟放緩的環境下，銀行有這樣的
增長是不容易，反而出現盈利快速增長是不正常。

行長易會滿則展望，今年全球經濟將繼續保
持弱勢復甦，該行加快構建多點支撐的盈利增
長新格局。
他指出，該行正針對產能過剩、高槓桿及庫
存高的借貸項目，做市場化調整，期望令企業
消化產能、減低債務及去庫存，同時信貸業務
亦會針對新興信貸業務、中小企及個人消費貸
款等方向發展。

人民幣匯價去年波動較大影響淨息差。他表示
難預料今年人民幣業務對淨息差影響，但相信
息差會逐步回升。
岳毅指，人民幣國際化方向不變，目前人民
幣兌一籃子貨幣仍然穩定，強調人民幣不存在
長期貶值的基礎；人民幣納入 SDR 後，有助人
民幣資產配置及貸款業務。另外，內地去年推
出多項措施穩定匯率及防止資金外流，隨着人
民幣國際化及「一帶一路」發展，長遠對人民
幣走勢有信心。

成

純利

今年淨息差依然會收窄

■陳四清(右二)稱，若經濟形勢在預期之內，料今年業績會
維持穩定。
彭博

中銀香港去年業績撮要

不良貸款率升至1.58%

按年變幅(%)

構建盈利增長新格局

中銀賺268億創新高 增派息

非

金額(人民幣)

派息比率

中行去年業績撮要
項目

金額(人民幣)

按年變幅

淨利息收入

3,286.5億元

+2.35%

非利息收入

1,452.62億元

+7.42%

592.74億元

+22.52%

1,708.45億元

+0.74%

每股收益

0.56元

-8.2%

每股末期息

17.5分

-7.9%

淨息差

2.12%

-13個基點

不良貸款率

1.43%

+25個基點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153.3%

-34.3個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

14.06%

+19個百分點

資產減值損失
純利

製表: 記者 黃萃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國銀行(3988)昨公佈去
年度業績，純利 1,708.5 億元（人民幣，下同）好過市場預
期，按年升 0.7%；每股盈利 0.56 元，派末期息 17.5 分，同
比 減 7.89% 。 派 息 比 率 略 增 至 31.25% ， 2014 年 則 為
31.14%。但不良貸款額大升30.3%，不良貸款率亦升0.25個
百分點，至1.43%。
期內，集團錄得淨利息收入 3,286.5 億元，按年升 2.4%；
非利息收入為 1,452.62 億，同比增 7.4%。其中，手續費及
佣金收支淨額為 924.1 億，按年升 1.3%。稅前利潤 2,315.71

淨息差方面，集團去年淨息差按年跌13個基點至2.12%，
陳四清表示，去年人行多次減息令內銀淨息差受壓，認為今年
該行淨息差依然會收窄，「但盡量少降」，他認為，淨息差收
窄或會令收入減少，但該行有社會責任，對社會亦有正面影
響，因利息下降對實體經濟有利，符合國家政策，認為中行的
淨息差略低於其他大行，反映該行對社會的貢獻更大。

拓多元化平台海外業務
該行去年非利息收入佔比已達 30.65%，他認為，該行未
來不能太依賴利息收入，會積極發展資產管理業務，亦會開
拓多元化平台業務、中間業務及海外業務。
資產質量方面，該行不良貸款上升 30.3%，至 1,308.97 億
元，不良貸款率由 1.18%升至 1.43%；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按年少 34.3 個百分點至 153.3%；信貸成本升 5 個基點至
0.63%；貸款撥備率由 2014 年的 2.68%降至 2.62%；資產減
值損失592.7億元，同比增22.5%。
該行首席風險官潘岳漢認為今年內銀資產質素「不容樂
觀」，該行會推出多項措施，包括現金清收、批量轉讓、核
銷及重組等方法，同時加強風險管控及業務審批，也會主動
清退不符合宏觀調控方向的客戶，以控制新不良貸款出現。

推多項措施 控不良貸款
對於內地政府推進供給側改革，關注產能過盛行業的信貸
規模，潘岳漢表示，當局未有具體標準及客戶名單出台，但
該行會加大排查力度，對煤炭、鋼鐵等傳統產能過盛行業會
有一套更嚴格的信貸原則，亦會積極配合國家政策要求。
資本指標方面，截至去年底，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錄
11.1%，較由 2014 年底升 49 個基點，一級資本充足率由
11.35%升至12.07%，資本充足率為14.06%，升19個基點。
而中行昨公佈將會發行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發行規
模為不超過600億人民幣或等值外幣，發行期限不少於5年，
利率則參照市場利率而定，所得資金會用於補充二級資本。

淨息差增 招行多賺3.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招商銀行(3968)公佈，去年
純利 576.96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 3.19%，每股盈利
2.29 元，派末期息 69 分。期內錄得營業總收入 2,021.66 億
元，按年升 21.5%，其中淨利息收入 1,367.29 億元，按年升

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建設銀行(0939)公佈，去
年純利 2,281.45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微升 0.14%，
每股盈利 91 分，派末期息 27.4 分。期內平均股東權益回
報率下跌 2.47 個百分點至 17.27%，回報率下降主要與資
產減值損失有關，該行指，基於審慎原則，足額計提客
戶貸款和墊款減值準備，資產減值損失支出達 936.39 億
元，較2014年增長51.25%。

項目

資產減值損失

項

16.7%；淨手續費及佣金收入為
534.19億元，按年升35.3%。
該行去年淨息差2.59%，較2014
年增0.14個百分點。成本收入比率
為27.55%，減少2.87個百分點；去年底的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9.93%，增33點子。另外，不良貸款率升57點子至1.68%，不良
貸款撥備覆蓋率為178.95%，減少54.47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
為3%，增0.41個百分點，不良貸款餘額為474.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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