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港通已消化 港股走勢轉差

中海油蝕77億 歷來首見紅
油價跌跌不休衝擊 中石油半年少賺9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國際油價跌跌不休，令油

企業績受到嚴重影響。中海油（0883）昨公佈，今年上半

年錄得淨虧損77.4億元（人民幣，下同），是上市以來首

次業績「見紅」，每股基本虧損0.17元，派中期息0.12港

元，較去年同期少派0.13港元。中石油（0857）亦公佈，

上半年僅錄得5.31億元股東淨利潤，雖然未見虧損，但同

比大幅倒退97.91%，每股基本盈利0.3分，派中期息2.131

分，少派4.1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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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早前已透露，中期業績會錄得
虧損，但虧損額之大仍超乎預期。

除油價暴跌之外，公司期內的整體資產減
值及跌價準備大升逾6倍，至103.59億
元，也是導致業績見紅的一大原因。該減
值損失主要與位於北美、歐洲和非洲的油
田相關，導致減值的原因是預期估計原油
價格修正，以及加拿大的油砂資產經營計
劃調整所致。

油氣淨產量升 實現油價急降
業績報告又披露，期內油氣淨產量為

2.42億桶油當量，同比增長0.6%。其中，
中國海域淨產量為1.60億桶油當量，同比
增長2.4%，主要來自渤海和南海西部新投
產項目的貢獻；受長湖項目事故關停影
響，海外淨產量同比下降2.9%，為8,150
萬桶油當量。
受國際原油價格下降影響，公司上半年
平均實現油價為37.70美元/桶，同比下降
34.5%；平均實現天然氣價為5.49美元/千
立方英尺，同比下降16.2%，主要是由於
中國政府去年下半年下調天然氣價格，中
國海域部分氣田價格下降。油氣銷售收入
為550.8億元，同比下降28.5%。淨虧損為
77.4億元。而在去年同期，公司錄得利潤

147.33億元。

外圍不明朗 續致力降本增效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華昨於業績會上

表示，上半年美國經濟溫和復甦，中國經
濟整體平穩，國際油價保持低企，預期下
半年環球經濟環境仍存在不少不確定因
素。公司將會全力做好降本增效措施，未
來將保持審慎財務政策、加大控制成本，
控制年內資本支出低於600億元。他又重
申，今年的產量目標為4.70至4.85億桶油
當量，今年全年有4個新項目投產，其中
位於渤海和番禺的油田均已投產。

中石油：油價料續低位震盪
至於中石油，今年首季公佈的業績已經
紅燈高掛，由盈轉虧錄得淨虧損137.85億
元，今次公佈的半年業績僅能勉強保住未
「見紅」。期內營業額下跌 15.8%至
7,390.67億元，主要受原油、天然氣、成品
油等主要產品價格下降及產品銷售量增加影
響。業績報告稱，2016年下半年，世界經濟
復甦態勢仍然低迷，英國脫歐等重大政治
事件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國際石
油市場供需寬鬆局面仍將持續，國際油價
可能繼續維持低位震盪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大新系
昨公佈中期業績，受今年上半年經濟環境
轉壞導致非利息收入下跌及貸款減值損失
上升影響，大新金融（0440）期內股東應
佔溢利下跌14.9%至9.14億元，中期息較
上年同期減 3 仙至 0.29 元。大新銀行
（2356）股東應佔溢利下跌13.9%至10.73
億元，中期息減派1仙至0.1元。大新銀行
董事總經理王祖興表示，在經濟困難環境
下，銀行有9.7%的資本回報率已是不錯的
成績。

大新孖寶中期少賺約14%
今年6月大新金融以80億元高價出售大新

人壽予內地企業泰禾，王祖興指所得的40
億元盈利將會派發特別股息予大新金融的股
東、發展業務和用作營運開支，不過當中的
比例需董事會再討論，交易還要等待今日舉
行的股東會通過，經香港、澳門和百慕達監
管機構批准後方能完成。雖然大新銀行股東
不會獲發特別股息，但與大新人壽簽署的
15年分銷協議會為大新銀行帶來代理費用
和佣金收入，改善銀行資本。

無意重組及出售大新銀行
出售大新人壽後，大新金融只餘下一般

保險和銀行業務，王祖興指無計劃重組系
內架構，指近年一般保險發展理想，將會

增加業務的投資，而集團亦無意出售大新
銀行。來自重慶銀行盈利貢獻被股份配售
所攤薄，但他指重慶銀行帶來的回報理
想，無意減持股權。

淨息差升 貸款減值損失勁
期內貸款減值損失同比上升 78.3%至

3.44 億元，不良貸款比率由去年底的
0.75%升至1%。大新金融執行董事王伯凌
指由於銀行客戶多為中小企，業務與內地
相關，故內地經濟下行使中小企出現困
難，個別客戶減值撥備明顯上升。不過他
指出隨着內地和香港經濟保持穩定，香港
失業率保持低水平，外圍利息環境保持寬
鬆，加上未來無重大負面因素衝擊客戶，
故對下半年的信貸風險保持謹慎但不悲
觀，王祖興亦表示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
年的信貸質素接近，對未來審慎樂觀。
分部收入方面，受惠於存款成本控制及

貸款輕微上升，大新金融淨利息收入同比
上升11.7%至19.47億元，淨息差由去年底
的1.76%上升至1.94%。不過今年上半年投
資環境疲弱，令證券交易、貿易融資及財
資產品銷售服務費收入減少，淨服務費及
佣金收入同比跌27%至3.52億元。保險業
務方面，因低息導致壽險業務的儲備支出
上升及預期未來投資回報水平下跌，溢利
下跌16.7%至1.2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連續
多日再次嘗試衝擊23,000點大關，可惜市
場依然乏力，昨日跌幅更顯著，一度跌近
300點，全日收報22,820點，跌幅雖收窄
至178點，但已失守10天平均線(22,876
點)，令技術面轉差，大市成交也減少至
624億元。中銀(2388)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
研究員卓亮表示，市場已消化「深港通」
消息，料港股下半年無太大的上升動力。

內銀內房濠賭股捱沽
國指跌0.8%，報9,507點，藍籌股中以

內銀、內房及濠賭股跌幅較大，人行啟動
逆回購，工行(1398)及中行(3988)跌2%及
1.7%。濠賭股顯著回落，銀娛(0027)跌近
3.2%，是表現最差藍籌股。中海外(0688)及
潤置(1109)再跌逾1%，其他的內房股如萬
科(2202)亦跌0.5%。不過，富力(2777)半年
多賺逾1.1倍，股價倒升7.5%報收。
卓亮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稱，港股下半

年無大升的因素，縱使「深港通」於12月
開通，但深圳投資者早已有不同渠道投資
港股，故「深港通」只有短期刺激作用。
他相信，香港投資者會對深圳的新經濟板
塊如高科技及醫療股有興趣，但此類股份
風險較高，故投資者需要多做功課，以平

衡風險及回報。

人行下半年未必減息
他又指，人行下半年減息空間非常低，

目前內地的基準利率是1.5%，是歷史的新
低，而且通脹亦維持2%，顯示通脹有一定
壓力，故預期今年人行也不會減息。不
過，他認為人行仍有可能在年底前降準50
個點子，由於存款準備金較高，大型銀行
亦維持着17%水平，故相信有下調空間。
他續指，人行於貨幣政策保持審慎及中

性態度，預期人行不會再有大型的貨幣刺
激政策，反而減稅會較貨幣政策更有效。
對於內地未來經濟發展，他認為，要留

意投資意慾是否繼續低速增長，因今年首7
個月，內地的本地投資嚴重下滑，只升
8.1%，同時亦須留意由於全球需求疲弱，
或對中國的國際貿易造成壓力。
環球方面，卓亮認為負利率政策對日本及

歐元區的負面影響較大，因此政策對企業及
個人儲蓄的資金成本增加，銀行業經營將很
困難，而此政策亦不會刺激經濟復甦，只有
使財富分配更不均，副作用比較大。

人幣貶值幅度料不大
人民幣走勢方面，他相信，下半年人民

幣兌美元的貶值幅度不會太大，因美元走
勢不理想，加上預期人行不會減息，聯儲
局亦只是口頭上表示有意加息，預期此兩
項因素會互相抵消掉，故預期年底時，人
民幣兌美元會是6.72至6.73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偉昉） 環球
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昨公佈，人
民幣在全球的貿易支付比例由 6 月份
1.72%上升至7月份的1.90%，為全球第
五大貿易貨幣。期內全球所有貨幣的支

付金額按月減少10.08%，但以
人民幣的支付金額僅下跌
0.68%。其中南非的人民幣支
付於過去兩年增長顯著，過去
12個月增長65%、過去兩年的
增長率更高達112%。

南非貿易使用量急升
匯豐資金管理人民幣國際化

環球業務主管張捷指出，從人
民幣支付在南非的貿易使用量
錄得顯著上升，充分反映當地
確立人民幣清算行及與中國緊
密的貿易連繫這兩大因素，刺

激了對人民幣支付的需求。
南非的機構不只向香港和內地的生意夥

伴支付人民幣，在新加坡的人民幣支付量
都因此受惠，相信由南非及其他新興市場
所帶動的人民幣支付增長潛力相當可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金管局助
理總裁鄭發在該局網頁發表的《匯思》中
表示，首批儲值支付工具的發牌結果很快
會公佈。

金管局將密切留意市場發展
他表示，在儲值支付工具投入運作初

期，難免會出現小問題，金管局會密切留
意市場發展，確保支付工具的運作安全暢
順。
他說，金管局要求營運商設定合理的機
制和程序，去處理客戶的查詢及投訴；亦
要求營運商在香港設立辦公室，方便金管

局和消費者與營運商溝通。

市民下載程式需細心閱讀條款
他提醒，市民若下載相關應用程式時，
要細心閱讀使用條款，是否清楚列明收集
個人資料的類別和用途。他又提到，當市
民以支付工具付款時，某些商戶可能會存
取用戶的個人資料。另外，用戶應不時查
閱交易記錄，切勿存入過多現金。
他認為，如果儲值支付工具所收集的大
數據運用得宜，而個人資料私隱方面亦得
到充分保障，可望促進金融科技發展，惠
及整體經濟，消費者也可受惠。

大新金融：售人壽獲利40億擬派特息
■王祖興(右
二)稱，在經濟
困難環境下，
銀行有9.7%的
資本回報率已
是 不 錯 的 成
績。左一為王
伯凌、左二為
大新金融董事
總 經 理 黃 漢
興。

張偉民 攝

人幣支付比例升 居全球第5

首批儲值支付工具快將發牌

內地對網貸機構實行雙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昨公佈的《網絡借
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
指出，內地網貸機構實行雙監管，銀監會
及其派出機構負責對網貸業務活動實施行
為監管，制定網貸業務活動監管制度，地
方金融監管部門負責本轄區網貸的機構監
管，如備案管理、規範引導、風險防範和
處置工作等。

可與保險公司開展業務合作
中國銀監會表示，允許網貸機構引入第
三方機構進行擔保或與保險公司開展業務
合作，要求不得開展類資產證券化等形式
的債權轉讓等十三項禁止性行為，並明確
網絡借貸機構是小額分散的經營模式。

不允許吸存或進行非法集資
銀監會普惠金融處主任李均鋒說，辦法

進一步明確網絡借貸機構的定位是信息中
介而非信用中介，不允許「網貸」機構吸
收存款，設立資金池進行非法集資等，明
確網絡借貸機構是小額分散的經營模式。

個人單一平台最多借20萬
在具體的借貸限額上，辦法明確了借款
的單一個體和法人的借款上限：單一自然
人在單一平台的上限是20萬元（人民幣，
下同），單個法人在單一平台借款是100
萬；單個自然人在多個平台上限是100萬，
單個法人在多個平台的借款上限是500萬。

■人民幣在全球的貿易支付比例 7 月份上升至
1.90%。

■港股昨一度跌近300點，收市跌幅收窄
至178點，成交減少至624億元。 中新社

中海油和中石油中期業績對比
中海油中期業績

股東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中期息

油氣銷售收入

油氣淨產量

製表：記者 涂若奔

金額(人民幣)

77.4億元

0.17元

0.12港元

550.8億元

2.42億桶油當量

同比變幅

盈轉虧

盈轉虧

-52%

-28.5%

+0.6%

中石油中期業績

股東淨利潤

每股基本收益

每股中期息

煉油與化工收入

油氣當量產量

金額(人民幣)

5.31億元

0.003元

2.131分

2,780.36億元

6.40億桶

同比變幅

-97.9%

-97.9%

-65.9%

-16.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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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低
位徘徊，令油
企業績受到嚴
重影響。中海
油業績更是上
市以來首度見
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