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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大漲小回 觀望藍籌放榜

內地業務首見紅 東亞少賺33%
去年內地貸款減值損失逾28億大增65%

倫敦金融城：「滬倫通」商討進展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

東亞銀行（0023）昨公佈全年業績，

期內內地貸款減值損失按年大增

65%達28.15億元（港元，下同），東

亞內地業務首度見紅，稅前虧蝕

2.55億元，拖累集團股東應佔盈利

按年大跌32.6%至37.23億元。東

亞宣佈第二次中期息每股0.28元，

全年度合共派0.56元，比2015年度

派息減少36.36%。執行董事兼副行

政總裁李民斌表示，內地壞賬情況

已經見頂，料內地業務今年可轉虧

為盈。

東亞業績差於預期的44.47億元，股價在昨日中午
業績公佈後，下午開市裂口下跌1.03%，收報

33.1元，下跌4.06%。
撇除即將出售的卓佳，東亞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之股東應佔溢利按年跌33.9%至35.05億元。期內淨
息差由2015年的1.66%收窄至1.6%，淨利息收入按
年減少7%至110.98億元，服務費及佣金數入按年則
減少10.7%至25.93億元。

內地壞賬已見頂 不良貸將改善
集團期內貸款及應收賬項減值損失急升70.46%至
34.62億元，減值貸款比率按年上升0.36個百分點至
1.49%，其中內地業務的比率上升0.2個百分比至
2.64%。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表示，大部分不利
因素已經反映，信貸周期亦已經見底。受人民幣貶
值及其他因素影響，香港資產質素下降，大部分有
關貸款均有抵押。同時去年該行設立特別資產小組
處理不良貸款組合，去年下半年內地減值貸款餘額
開始下降。
李民斌亦表示，經去年該行積極處理，內地壞賬
「最壞情況已經見頂」，今年的信貸成本和新不良貸
款增長率應該有大幅改善。內地經濟增長放緩，李民
斌承認以零售與製造業為主的中小企是貸款問題的
「重災區」，不良貸款較高，但沒有「借錢出去收不
回」，該行在貸款時會有更完善的風險管理指引。對

於中美有機會爆發貿易戰，他指該行面對的風險不
大。

仍看好內地市場 觸底後可回升
東亞中國自2007年本地註冊後首次見紅，李民斌
表示對內地市場依然有信心，過去兩年處於下行周
期，該行在控制成本、資產質素、新造貸款等都有
好轉情況，今年可以樂觀，「一旦觸底，我們是會
上得返。」此外，內地業務亦可帶動跨境業務。李
國寶更指，「全世界的經濟都無中國經濟好，你話
邊一個國家可以有6.7%增長？」
香港的減值貸款比率亦由按年上升0.69個百分點

至1.03%，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橋表示是由於
部分客戶的人民幣累計期權合約，加上經濟疲弱導致
中小企出現問題，不過這些合約大部分會於今年上半
年到期而餘數量很小，預計最壞的情況已過去，整體
不良貸款可控。

售卓佳將貢獻30億 料今年入賬
東亞去年10月宣佈出售證券服務公司卓佳，副行

政總裁兼投資總監李繼昌指交易預計將於今年第一季
完成，需視乎海外監管批准，成功出售可為集團帶來
30億元盈利，預料在今年入賬。至於會否派特別股
息，李民橋指派息會由董事會決定，會考慮業務需
要、股東期望和監管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倫敦
金融城市長龐安竹來港訪問，他昨日於
記者會上透露，「滬倫通」的討論進展
順利，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雙方密切
討論相關的條例和政策，金融城十分支
持「滬倫通」的推動。
對於倫敦成為除香港以外最大的人民

幣離岸中心，龐安竹表示「非常驕
傲」，在來港前曾與在5間位於倫敦的
中資銀行高層會面，雙方對離岸人民幣
在倫敦的發展前景都十分有信心，他認
為在倫敦的人民幣業務有機會按年增長
7%。

脫歐不影響倫敦金融地位
對於外界所傳大量金融從業者逃離倫

敦的言論，龐安竹不以為然，樂觀表示
「倫敦在全球的金融地位不會（因脫
歐）改變」，相關統計預測或許有2,000
至75,000個金融從業者會離開倫敦，但
到2030年，倫敦的金融從業者將由現在
的41.4萬增至57.5萬，金融產業仍在不

斷擴張之中。
龐安竹強調「倫敦仍然是發展金融業
的最佳地點」，英國的經濟狀況十分良
好，擁有完善的制度和優秀的人才，而
自公投以來企業稅一直維持在最低的
20%，英國政府還正在商討將其調低至
17%，暫時不需要改變政策，吸引更多
的企業來倫敦發展。

■龐安竹認為，倫敦的人民幣業務有機
會按年增長7%。 周曉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從盈信控股
(0015)分拆的建築工程公司安保工程(1627)將
於下周一掛牌，昨晚暗盤價下跌。據輝立交

易場資料顯示，安保工程暗盤開市報1.03
元，較招股價1.1元跌6.36%；之後低見0.89
元，跌19.09%，並以低位收市。不計手續

費，一手蝕840元。在耀才新股交易中心，
安保工程暗盤一手亦蝕800元。
另外，民辦教育供應商宇華教育(6169)昨

第二日招股，據5間券商統計，累計為其借
出320萬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
1.905億元計，只有約1.7%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 東亞（0023）去
年初開始為期3年減省成本7億元的
計劃，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
橋昨表示，現時已達標40%，今年
沒有裁員計劃。據東亞業績公告，
去年底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僱員為
10,389人，按年減少11.71%。香港
員工減少13.06%，而香港以外的大

中華地區員工人數減少11.24%。

節省成本效益年內見
為控制成本，該行去年採取多項

措施簡化工作流程，包括重新設計
或減省流程，該項調整工作導致裁
減香港員工180人。
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表示，去

年東亞中國共有9間分行合併，而
透過分行數碼化，至今已把香港分
行網絡淨樓面面積減少約11%，預
計節省成本的效益可於今年業績逐
步浮現。
此外，李國寶的行政總裁任期將

於明年3月結束，外界關注他會否
退下火線，或將主席與行政總裁職
位分開，他笑笑口回應記者「多謝
你關心我」，惟任命決定權是由董
事會而非他來決定。

李國寶對東亞前景評論
■去年於內地設立的特別資產管理小組，正積極處理不良貸款組合，在內地的減值貸款餘額於2016年
下半年開始下降。

■大部分不利因素已然反映，信貸周期亦已經見底。
■為期3年的減省成本計劃，首年已達計劃的4成目標，節省成本的效益可於今年業績中逐步浮現。
■如期推進把全港分行數碼化的計劃，至今已把分行的淨樓面面積減少超過11%。
■東亞中國於2016年的員工人數減少約10%，成本減省的效益將在今年進一步顯現。
■2017年會致力通過發展財資、保險和財富管理業務，增加非利息收入。
■即使美國利率上升，對今年大部分市場的貸款需求能復甦感到審慎樂觀。
■除非出現不可預料的情況，預期資產質素在未來一年將可穩定下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本周在
資金市推動下急升，衝上24,000點大關，雖
然昨日一度跌至23,944點，但在友邦(1299)
及騰訊(0700)力撐下，恒指跌幅收窄至73
點，收報24,033點，成交868億元。綜合全
周計，恒指累升459點，而連續兩周的升幅
更合計錄得904點。市場人士指，大市在升
至24,000點後，已見到出現阻力，惟大市成
交仍逾800多億元，反映資金仍在流入，後
市主要看往後藍籌業績表現。

資金續流入 後市升勢未完
時富證券聯席董事鄧建初表示，港股維持
「大漲小回」格局，目前在24,065點會遇上
明顯阻力，後市主要視乎藍籌業績的好壞，
結果將左右大市。昨日東亞(0023)公佈業
績，盈利倒退33%，導致股價昨日跌4%，
鄧建初認為，如果其他大型藍籌業績也不
佳，絕對會打擊後市表現。
有窩輪發行商透露，從恒指牛熊證街貨量
分析，目前於24,200點至24,299點，有約
1,000張對沖熊證匯集，預計後市很大機會

衝上24,299點「殺熊」，故下周大市整體仍
有望繼續向好。

友邦追落後 內銀高位整固
友邦將於2月24日公佈業績，昨日追落
後，急升3.4%至49元收市。至於下周二公
佈業績的匯控(0005)雖然受市場關注，但該
股昨日無起跌收報68.3元，投資者似是靜待
其業績出台。德銀上調匯控目標價至64元，
表示關注業績外，也關注匯控的派息水平，

以及回購股份等回應。騰訊亦微升0.2元。
國指收報10,360點，回吐約1%，一周計
升幅2.3%。本周亮點是內銀股，昨日終見調
整，建行(0939)等四大行跌幅介乎1.4%至
2.4%，但一周累計建行仍升7.4%，農行升
幅更達8.4%。
恒安(1044)獲大摩唱好，目標價被升至80

元，使股價全日升5.5%，是表現最佳藍籌。
相反，聯想(0992)被花旗唱淡後，股價再跌
3.7%，昨收4.7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證監會昨發表
《季度報告》，總結去年第四季發展，該會
指，截至去年底，持牌機構及人士和註冊機構
的總數，創下42,665家的新高，持牌機構的數
目則升11%至2,411家，亦創下紀錄新高。
雖然市場參與者增加了，但大市成交卻不
濟，導致證監會的收入也下跌，截至去年底
止，該會9個月來收入為9.4億元，按年跌
28.6%，當中徵費收入大減38.5%至7.4億
元。單是第三財季，收入按年便大減18.4%
至2.8億元。

9個月審閱上市申請升13%
在監管方面，證監會正聯同聯交所密切注

意供股及公開發售活動，以及檢視《上市規
則》的相關規定。在雙重存檔制度下，證監
會於截至12月為止的9個月內，偕同聯交所
審閱193宗上市申請，按年上升12.9%。
另外，季內有4宗上市申請，因申請版本

並非完備而被發回，以及被施加八周的禁止
申請期。該會正聯同聯交所，密切注意在供
股及公開發售中，放棄認購的小股東權益遭

大幅攤薄的情況，以及檢視《上市規則》的
相關規定。

港交所將追究誤導性披露
另外，聯交所昨日公佈修訂《上市規則》執

行主題，包括當「公司通訊中出現不準確、不
完備或具誤導性的披露」；「未能遵守有關須
予公佈關連交易的程序規定」；以及「屢次違
反《上市規則》」，該所會集中調查，若有任
何其他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並顯示為嚴
重行為，聯交所亦根據一貫做法會繼續追究。
港交所(0388)監管事務總監兼上市主管戴林瀚
表示，聯交所今年首季會推出早前公佈的董事
培訓計劃，涵蓋廣泛主題。

東亞2016年業績概要
項目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

第二次每股中期息

全年每股派息

平均股本回報率（ROE）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淨利息收入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未扣除減值損失的經營溢利

貸款及應收賬項減值損失

金額(億元)

37.23

1.21元

0.28元

0.56元

4.1%

110.98

25.93

65.08

34.62

按年變幅(%)

-32.58

-37.95

-44.00

-36.36

-2.5個百分點

-6.97

-10.74

-6.53

+70.46

證監：持牌機構增11%創新高

東亞：今年無裁員計劃

安保暗盤一手蝕840元

TVB稱考慮派特別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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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二萬四關昨失而復得，成交868億
元。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電視廣播(TVB，0511)
的回購計劃再受考驗。繼中途殺出背景
神秘的「傳奇影業」提購外，TVB第二
大股東、基金公司Silchester Internation-
al亦反對TVB回購，並認為公司有錢無
地方用的話，派發特別息更實際。TVB
昨傍晚公告回應稱，回購要約是由公司
提出，並表示會認真考慮Silchester的建
議，但就強調現階段宜先待回購要約有
明確結果後，再處理有關股息事宜。
TVB昨收報33.8元，跌1.89%。

第二大股東反對回購方案
彭博昨報道，Silchester International

發出電子郵件聲明，指對TVB的股票回
購計劃存有疑慮，擔心這計劃將擴大
TVB最大股東、即由主席陳國強及副主
席黎瑞剛等持有的Young Lion對公司的
控制權加大。又指回購方案實際上是一

個「零溢價收購」。該基金認為，若果
回購的目的是提高股東回報，公司應該
將手持的42億元現金，以每股9.6元特
別息派發予股東。
Silchester持有電視廣播14.1%股權，

為第二大股東。

柯清輝：不會撤回回購方案
TVB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昨則回應

稱，不會因為有一名股東反對就撤回回
購方案，認為應該交由全體股東決定。
TVB又於傍晚發公告，稱董事局會認

真考慮股東提出的所有意見，並將繼續審
慎考慮該意見。董事局已留意到Silchester
就特別股息提出的特別建議，惟由於要約
顯然會對已發行股份數目及公司可用於派
發股息現金及可分派儲備結餘造成影響，
故認為於現階段留待要約有明確結果後，
方處理有關股息事宜。

■李國寶(右三)預計，節省成本的效益可於今年業績逐步浮現。左三為李民橋、右二為李民斌。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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