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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多賺3% 擬分拆信託等資產

A股瘦身「入摩」權重縮吸資減
MSCI新方案：只納互聯互通股 標的448隻削至169隻

信行多賺1% 不良資產仍可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MSCI昨日證實，正在就

是否將中國A股納入MSCI中國指

數和MSCI新興市場指數向市場參

與者尋求反饋，並將於6月宣佈最

終決定。MSCI最新提供的「瘦身

版」新方案，將A股標的股從早

前的448隻大幅縮減至169隻，並

降低了A股在MSCI相關指數中的

權重，此舉無疑會減低 A 股對

MSCI指數的影響力，也令外資吸

納A股的資金減少。但分析人士

指出，上述折衷方案將令 A 股

「入摩」幾率大增。

新方案建議只納入可以通過「滬港通」
和「深港通」買賣的股份，股票數量

從448隻減少到169隻，並計劃將A股在
MSCI 中國指數的建議權重從 3.7%降至
1.7%，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從
1%降至0.5%。按國金證券昨日預計，新
方案初始規模將帶來約200億美元流入A
股，較去年市場估計的400億美元大減一
半。

資金進出掃障礙 增「入摩」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新方案將基於「滬港
通」、「深港通」等「互聯互通」股票池
納入A股，而非借道必須提出申請和存在額
度限制的QFII/RQFII通道，或意在解決資
金進出問題。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師王
漢鋒指出，基於「互聯互通」機制的新納
入框架，將不受QFII月度贖回規模不得超
過境內資產20%規定的限制，消除了MSCI
納入A股的又一制度障礙，令納入可能性明
顯提升。
早前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曾直言，中國
並不急於加入MSCI全球指數，並強調，中

國不會為了加入而同意MSCI提出的超越中
國市場發展階段的要求。

方案量身定做 顯MSCI更急切
中國官方不緊不慢，但MSCI對A股的
渴求十分迫切。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孫立堅接受本報採訪時提到，今次為中
國量身定做折衷方案，顯示MSCI急於將
A股招入麾下，因為按中國目前的經濟實
力與體量，MSCI指數若無A股，顯然是
重大缺陷。但MSCI依然擔憂，中國A股
並非完全市場化，自由交易仍存在不確定
性，價格信號或存在失真，因此不得不降
低A股的權重。他認為，待A股越來越開
放、完全體現市場化價格，MSCI自然將
提升A股權重。
孫立堅表示，由於國際金融形勢錯綜複

雜，近期對資金進出的監管趨嚴，外資若
採用QFII渠道，確實會擔憂便利性，相形
之下，資金出入「滬港通」、「深港通」
方便得多，MSCI基於此選股也是順理成
章，若解決資金出入的後顧之憂，A股「入
摩」將幾率大增。

內地市場穩字當先應獲認同
申萬宏源資深分析師徐磊則對本報指，

MSCI願意做出讓步，說明其也認同，目前
中國資本市場穩字當先，短期不會大張旗
鼓開放、創新，若堅持原先的方案，幾無
可能通過，新方案降低A股權重，並基於開
放程度較高的「滬港通」、「深港通」選
股，將利於A股「入摩」。
不過，A股似乎對MSCI拋出的橄欖枝反

應平淡。滬綜指昨僅微漲0.1%，報3,248
點；深證成指與創業板指則漲跌互現，深
成指升0.28%、報10,583點，創業板指下挫
0.01%、報1,948.37點。但B股盤中突然插
水，最多跌近4%，最終收跌1.75%。有分
析認為，B股設置初衷就是為了吸引海外資
金，如果外資可以直接投資A股，B股將更
加沒有吸引力。
孫立堅認為，即便6月A股「入摩」夢想
成真，相關個股可能會有持續一兩日的短
炒，其實未必能帶來大行情，畢竟A股基本
面還是宏觀經濟是否復甦以及是否有公司
業績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今次MS-
CI 公佈的新方案
中，A股行業權重
佔比亦變化較大。
其中，增加最多的
是消費類權重，從
6.4% 增 加 到
9.8%。金融權重
則大降了5個百分
點，從27.5%下降
到22.5%。
申萬宏源資深分析師徐磊認為，這其實

亦反映國際投資者對中國行業走勢的判
斷：蓬勃的消費市場被普遍看好，但擔憂
中國金融去槓桿帶來的個股風險。

內地消費市場被看好
事實上，無論是外資還是中資機構，近

期均唱好A股消費板塊。據《上海證券
報》報道， 隨着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加
速，基金持倉浮出水面，其對大消費類公
司加倉跡象明顯。國金證券認為，若A股
被納入MSCI，貴州茅台、雲南白藥、格
力電器、美的集團等「消費大白馬股」等
將因之受益。

消費類權重提升 金融權重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中信股份
(0267)昨日公佈去年全年業績，股東應佔利
潤升3%至 431億元，每股基本盈利1.48
元，每股末期息0.23元，同比增加15%，
全年股息為0.33元。董事長常振明表示，
未來會根據情況盡量提高派息水平。另外
他指，日後不會派人進駐麥當勞管理層。

增非利息收入 金融實業兼備
常振明表示，股市交易疲弱，而證券業

務的收入及利潤仍現下降的趨勢，惟信託
及保險業務較平穩，會考慮分拆公司信託
等非上市資產上市。相信未來5年非利息收
入可升至合理水平，做到金融及實業兼
備。
對於公司去年金融業務利潤減少27%，

常振明表示，主因是系內中信銀行(0998)為
加強風險管理而增加壞賬撥備，致銀行利
潤下降，而去年證券市場表現疲弱亦導致
相關收入減少。去年資源能源業務虧損收
窄至69億港元，主要是旗下中信資源扭虧
為盈，而且資源能源價格已逐步回升，但
中澳鐵礦項目仍然受外部環境影響，包括
鐵礦石價格下跌，令鐵礦項目虧損擴大至
72億元，料項目長遠發展仍有風險。

不會派員空降麥當勞管理層
早前中信夥凱雷收購麥當勞內地和香港

業務80%股權，常振明指收購事宜已獲商
務部審批，料6、7月可獲批准，惟現時需
等待審批結果，不便對未來發展策略多做
評論，但透露中信股份不會派員空降麥當
勞管理層。
他說，內地人均收入及生產總值持續上

升，城市化進程加快，刺激內地消費及服

務業，公司能與品牌達成協同效應，內地
三四線城市仍擁有具大潛力，可減低麥當
勞內地開店成本，惟強調公司不會派人進
駐麥當勞管理層，相信該品牌的固定班
底。麥當勞在內地有逾2400間分店、在本
港逾240間食肆，排名分別進佔第二及第一
位，一旦落實收購，與中信股份既有業務
相輔相成，有助降低成本，前景可期。
另外，大昌行在現有業務的基礎上於去

年收購利豐亞洲，將其分銷種類拓寬至醫
療保健產品和個人護理用品。近日巴西
「黑心肉」風波蔓延各地，而麥當勞亦宣
佈「預防性」暫停出售「香烤雞翼」，他
表示，公司亦會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聘
請外部人員進行質量監控。

房地產業務將轉型綜合項目
業績報告顯示，集團房地產業務淨利潤

121億元，其中包括向中國海外(0688)出售
內地的住宅房地產業務共錄得一次性收益
港幣 103億元。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王炯強
調，向中海外出售業務並非集團放棄地產
業務，公司未來會將業務轉型為綜合房地
產項目，包括商業樓宇及精品酒店等，而
一二線城市為主要發展地區。

■常振明(左)稱，未來會根據情況盡量提高
派息水平。右為王炯。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馬琳)
中信銀行 (0998)昨日於北京和香港同時
召開業績發佈會，2016年歸屬於普通股
股東淨利潤升 1.14%至 416 億元 (人民
幣，下同)，每 10股稅前現金分紅2.15
元，增1.42%。期內淨利息收入升1.63%
至1,061億元，而淨息差收窄31點子，
降至2%，為連續第三年下降。年末不良
貸款率1.69%，比上年末增加0.26個百
分點。

計提撥備增30% 不良貸1.7%
業績報告顯示，2016年該行處置不良

貸款本金高達679.41億元，較上年增加
42.9%；計提撥備457.15億元，同比增加
30%。同時，截至去年末，該行不良貸款
餘額 485.5 億元，較上年末同比增長
34.76%，不良貸款率1.69%，較上年末上
升0.26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55.5%，
較上年末下降12.31個百分點。
信行指出，該行不良資產的控制和消

化仍在可控範圍內，今年對不良處置將採
取更積極的措施。副行長兼財務總監方合
英指出，去年該行加快不良資產核銷並加
大撥備計提，風險壓力得到進一步釋放。
對於今年不良增長的形勢，行長孫德

順表示，該行不良貸款高發的行業主要集
中在批發零售及製造業，這兩個行業佔比
已從2015年的80%降至2016年的71%。
如果在此次國家戰略轉型期間，存量企業

能夠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發生積極變化，
生存能力得到提升，該行的貸款質量也將
得到控制。

今年淨息差或進一步下降
方合英稱，今年淨息差可能會進一步

下降。一方面，經濟雖然有所回暖，但未
完全確立，銀行競爭加劇，2017年仍面
臨優質資產獲取難的情況，提高資產收益
水平難度較大；另一方面，當前金融去槓
桿僅是開端並未到位，市場利率只有在去
槓桿到較為明顯的的情況下才會下降。
他表示，為應對淨息差的下降，中信

銀行今年將優化資產負債結構，降低低收
益資產比例，壓縮外匯、票據等業務；同
時適度加大自營資金的期限錯配，如提高
中長期貸款投放，並大力拓展非息收入。

■左起：中信銀行副行長楊毓、副行長兼財務總監方合英、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李慶
萍、行長兼執行董事孫德順、副行長郭黨懷。 張美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昨先
升後回，表現反覆，兩大重磅股中移動
(0941)及騰訊(0700)業績後顯著回吐，恒指
一度下跌，全日微彈7點報24,327點，波幅
不足200點，成交923億元。港交所(0388)
昨日無起跌，但愈來愈多業內人士認為本
港應引入「雙重股權架構」，分析員預計
有助港交所後市表現。
證券業協會主席繆英源表示，贊成港股
設立新板，但港交所暫時未諮詢協會。他
認為，設新板對整體金融市場及券商都是
好事，可讓投資者有更多選擇，券商亦可
提供多些產品及服務。他指出，「同股不
同權」不是新事物，國際其他市場已容許
這種股權設計，認為香港要考慮接受，以

提升本港市場的吸引力。

騰訊中移動捱沽 長和撐大市
國指微升0.3%報10,487點，騰訊業績後

獲多間券商上調目標價，但昨早曾顯著回
吐3.1%，全日仍跌近1%。中移動的派息缺
乏驚喜，加上富瑞指市場或低估早前削減
資費對盈利的影響，該股大跌3.4%，兩股
拖低恒指約83點。
業績佳的股份就獲追捧，長和(0001)全日
升1.4%，長實(1113)亦升1.8%，使大市的
跌幅大為收窄。另外，瑞聲(2018)業績亦勝
預期，市場調升其目標價，最樂觀可升上
113元，消息使瑞聲被挾高逾一成，並再創
新高報95.25元。

其他績優股或派特別息的股價被炒高，
萬洲(0288)升一成，IGG(0799)升9%，海爾
電器(1169)也大升13%。但純利倒退28%的
京信(2342)，股價就大跌11%，顯示市場主
力追逐績優股，沽售績差股。

績優股爆升 豬肉商萬洲受捧
香港及內地暫停進口巴西肉類，全球肉
價即飆升，豬肉商萬洲獲追捧，加上大和
預測其去年業績理想，該股升一成。另
外，有消息指美航計劃以2億美元入股南航
(1055)，南航昨日開市前已停牌，表示有重
大戰略合作公告，更令市場人士相信事件
的真確性，國航(0753)與東航(0670)都升約
3%。

業界多贊成引入「雙重股權架構」

■中國蓬勃的消費市場被國際投資者普遍看好。

■中信銀行加快不良資產核銷並加大撥備
計提，風險壓力得到進一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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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瘦身版」新方案
■只納入可以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買賣的大盤股，將A股標的
股從早前的448隻大幅縮減至169隻

■將A股在MSCI中國指數的建議權重從3.7%降至1.7%
■將A股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從1%降至0.5%

製表：記者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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