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行續全力支持實體經濟

深控：港項目風險比內地小

招商局港口連特別息派1.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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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蔡競

文、通訊員 羅

洪嘯）中國農

業 銀 行 (1288)

表示，下半年

農行進一步加

大債券投資力

度，並將加大

非標資產的佔

比。同時，力

爭今年不良率

(NPL) 控 制 在

2%以內。

農行行長趙歡在業績會上說，農行目前
不良餘額2,300億元(人民幣，下同)左

右，可用的撥備餘額超過4,100億元，撥貸
比3.99%，高於可比同業1.5個百分點，風
險補償能力強；農行有能力有資源處置存
量不良貸款，將不良率保持下降。

可用撥備餘額高於同業
趙歡又指，同業業務要回歸本源，同業
資產主要做結算和同業融資業務，同業投
資做得很少，即使是同業融資也控制在一
定範圍內。
上半年農行存放同業和拆出資金減少
6,169.78億元，下降51.3%，主要是由於存
放同業合作性款項減少；買入返售金融資

產增加2,732.53億元，增長84.6%，主要是
由於買入返售債券增加。

目前高息負債所剩不多
同期同業負債也有所收縮，同業存放和

拆入資金減少2,305.60億元，下降15.8%，
主要是由於合作性同業存放款項減少。該
行副行長康義透露，理財產品組合資產端
43%在債券，非標佔19%；權益性投資佔比
3.2%，餘額為476億；委外投資餘額只有
50億，佔全部餘額的0.3%，而且實行嚴格
的名單制管理。趙歡說，該行期內退出
1,189億高息負債，是NIM（淨息差）維持
領先水平的重要因素。經過兩年的退出，
目前高息負債所剩不多。

資產質量方面，首席風險官李志成稱，將
運用多種方式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力爭
今年將不良率控制2%以內。副行長王緯透
露，農行6月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不良餘額40
億元，不良率為1.63%；個人按揭貸款不良
餘額102億元，不良率0.36%。又指，上半
年一二線城市新增個人按揭貸款1,280億
元，佔比44%，三四線佔比56%；公司類房
地產貸款同比增長4.18%，遠低於全行平均
貸款和公司類貸款的增速；個人房貸增速
11.6% ，同比回落21.2個百分點。
目前，房地產開發貸不良資產為40億

元，不良資產率為1.63%，低於法人貸款的
不良率；個人按揭貸款方面不良貸款為102
億元，比年初減少了8億元。

農行：NPL力控在2%內

香港文匯報訊建行(0939)今年上半年純利
按年增長3.7%至1,383.39億人民幣，略高
於市場預期，但由於不派中期息，該行昨
日跌2.3%報6.86元。建行行長王祖繼昨於
業績會上表示，相信不良貸款的最壞情況
已過去，各項指標例如不良貸款率、逾期
貸款及關注類貸款亦見下降。但他稱，該
行不會為了控制貸款質素而放棄支持實體
經濟或創新業務。

稱不良貸款最壞情況已過
建行上半年不良貸款比率下跌0.1個百分

點至1.52%，在四大行中不良資產的改善情
況相對遜色。該行上半年加大了撥備額度，
王祖繼表示，在錄得盈利的情況下，有提高
撥備的空間，以消化可預見的信貸風險，即
使不良率回升至1.4%至1.5%，也屬可接受
範圍。他強調，未來該行將不良貸款率控制
在何水平，是取決於未來發展需求。
該行首席風險官廖林表示，上半年逾期

貸款、關注類貸款率都有所下跌，減值準
備亦有上升，未來將努力令不良資產走向
穩中向好。該行副行長余靜波指，該行正
積極推進「債轉股」，目前簽約及實際到
位資金佔市場一半以上。

續調結構 加大高收益率貸款
建行次季淨息差見擴闊，該行首席財務
官許一鳴表示，該行將繼續調整結構，加
大高收益率的貸款如小企、消費信貸及信
用卡的貸款。

他指出，淨息差非盈利唯一的考慮，如
該行將資金投放於利息僅3.8厘的國債，而
非高達10.5厘的貸款，因前者免稅，且投
放量大，帶來的盈利將更多。另外，年初
時，該行預期全年利潤增長為3.8%，按現
時情況來說或是更好，全年淨息差方面有
機會優於年初預期的2.1%，令他對盈利增
長預測較年初樂觀。
外資行對建行業績持正面評價，美銀美
林發表報告指，建行中期核心純利升
7.4%，大致符合預期。該行股本回報率降1
個百分點至17.5%，仍為國有銀行中的最高
水平，一級資本充足率12.7%處合適範圍，
淨息差則按季擴闊3點子，反映成本管控得
宜，成本收入比也按年降3.5個百分點至
23.3%，亦為同業之中最低。故上調建行
2017至2019年盈利預測2%至5%，將對其
H股目標價，由7.11元升至7.75元，重申
「買入」評級。
瑞信維持建行「跑贏大市」的評級，目
標價8.1元。大摩更聲稱建行的目標價可達
9.2元，給予「增持」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招商局
港口（0144）昨公佈，上半年總收入按
年升5.4%至40.55億港元，股東應佔溢利
勁增86.3%至31.48億港元，其中包括出
售中集集團股權並確認處置收益約8.13
億港元。每股盈利100.62港仙，派中期
息22港仙，另派上市25周年紀念特別息
135港仙，合共157港仙。財務總監呂勝
洲表示，年末不會再派特別股息，屆時將
按照以往的派息率正常派息。

集裝箱吞吐量可破1億TEU
期內公司集裝箱吞吐量5,016萬標準箱

（TEU），按年升8.9%，散雜貨吞吐量
2.49億噸，按年升14.6%。對於全年業績會
上提出今年公司要突破1億TEU集裝箱吞
吐量的目標，董事總經理白景濤表示依舊
非常有信心。副總經理嚴剛補充，下半年

集裝箱處理量一向多於上半年，故仍有信
心可以突破一億的箱量。
該公司早前公佈投資11.2億美元獲得斯里

蘭卡漢班塔托港的特許經營權，協議在上月
29日正式簽訂。白景濤指，10月中可正式接
手項目，該碼頭處在歐亞航道上的重要位
置，預計可為集團帶來良好的效益。他強調
斯里蘭卡是「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亦
能為港口基建項目帶來更多貢獻。
對於全球航運公司組建三大聯盟，嚴剛稱

此舉並未影響集團的費率，集團與世界各地
多間企業形成了戰略合作關係，聯盟對費率
並未打壓，相信費率會持續穩定增長。
公司與深赤灣的同業競爭協議本應在9

月到期，呂勝洲回應，公司一直都在尋求
解決辦法，但情況複雜，暫時延期三年尋
求新方案。他承諾，不會影響招商局港口
在港的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深圳控
股(0604)今年 6 月與路勁基建(1098)合
作，中標一幅屯門管翠路住宅地，公司
董事會主席呂華昨日於中期業績記會上
表示，本港地價雖然高，但仍屬可接受
的範圍，相比之下香港項目較內地項目
風險更小，因為本港樓市一直比較理
性，笑說：「香港樓市最近表現不錯，
虧錢是不太可能。」
呂華昨日表示，公司仍在積極籌備進

入香港賣地市場，又指香港沒有內地的限
購限賣等條款，樓市相對穩定。
再者，內地雖然限制頗多，但發展商

估計之後會放鬆限制，仍會繼續搶地，所
以出現很多「麵粉(地價)貴過麵包(樓價)」

的情況。他說：「那萬一不放開呢？現在
這麼貴拿的地，風險不就很大嗎？」深圳
控股首席運營官朱國強補充，公司日後不
排除與中資及本港發展商合作，但出價不
會太進取。
早前在中國恒大(3333)引入第二輪戰略

投資者時，公司向恒大認購55億人民幣
的股權，認購比例約佔恒大地產經擴大後
股本的2.0522%。
呂華表示，之後的第三輪投資，公司

未有計劃再增持，又指恒大上半年銷售及
盈利大升，目前已經在賺錢，若恒大成功
於內地A股上市，可望再提升持股價值，
認為今次投資「划算」，但不排除未來出
售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萬達集團昨天在2017上海國際商業
年會上發佈創新加速器，旨在打造通過
開放萬達豐富的線下資源，招募全球初
創公司的最新技術和產品，在企業場景
試點應用的孵化平台。
據悉，與萬達合作的創投機構包括

Plug and Play、將門、真格、丹華、
寬帶、創新工場、IDG 資本、銀杏

谷。
萬達指旗下創新加速器擁有獨特優

勢，除開放所有業務場景，成為初創公司
展示最新技術產品、落地應用效果的「秀
場」 外，亦可在萬達集團龐大的線下業
務實體場景中測試技術、產品和服務；創
新技術和產品還將有機會與萬達集團不同
業態、業務部門展開深度合作；甚至可提
供創新加速期間的辦公場地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繼中國聯通之後，中國
鐵路總公司也有望推行混改。中鐵總官網
消息稱，公司已分別向阿里、騰訊、一汽
集團發出了參與鐵路總公司混改的邀請，
這個陣營還將進一步擴大。
據悉，今年5月和7月，中鐵總黨組書
記、總經理陸東福分別與阿里巴巴、騰訊
負責人會談時均提到了混改話題。
新京報指被中鐵總邀請參與混改的還

有順豐控股。順豐控股在接受機構調研時
表示，公司過去幾年和鐵路總局一直有很

好合作，有數十架電商專列在運輸公司貨
物，未來公司仍將繼續加大與鐵路總局合
作力度，充分利用高鐵成本低、速度快等
優勢。關於鐵總的改革，公司將會進行認
真研究並積極參與。
中國快遞協會原副秘書長邵忠林認

為，順豐入股將進一步推動整個鐵路貨運
改革為快遞業帶來更多利好，將會有更多
的運營能力和平台向快遞業傾斜，降低物
流成本，提升物流速度。

中鐵總混改向阿里騰訊等發邀請

萬達發佈創新加速器■建行行長王祖繼表示，相信不良貸款的最
壞情況已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圖為農業銀行在港召開中期業績視像發圖為農業銀行在港召開中期業績視像發
佈會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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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上半年核心業務快速發展品質提升

日前，香港多位傑出人士榮獲奧地利史懷哲獎。邊陳之
娟、吳惠容、林國平、張源坤皆榮獲3個獎項：史懷哲慈善
獎、奧地利史懷哲協會榮譽十字勳章、奧地利史懷哲協會慈
善金章；黎偉業、吳劍玲、黃浩皆榮獲史懷哲慈善獎；唐銘
輝、張駿曜、胡茵、黃燈皆榮獲史懷哲文藝/科學獎。
奧地利史懷哲協會，1984年10月由一群熱心人士發起，
1985年正式註冊為奧地利的非牟利慈善團體。該會的宗旨是
承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52）史懷哲醫生的精神──尊重
生命，扶助弱勢，傳揚博愛與和平。經過30多年的發展，
該會現已成為一個有規模的非政府組織，致力為世界上多個
地方的傷病者、殘疾人士、難民、兒童及老人等提供適切的
援助。
該會的資金主要有賴各界人士的贊助和捐助，因此設立了
史懷哲文藝/科學獎及史懷哲慈善獎，向在相關領域有傑出
成就或對社會貢獻良多的人士頒授獎章，還有該會的各級榮
譽勳章，均無分國界與種族。眾多得獎人、贊助人和會員當
中包括德蘭修女、國家元首、宗教領袖、大學校長等。

中國太平控股董事長王濱表示，2017年中國太平按照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以精品戰略為統領，堅持「穩中求進、創新發展、降本增效、嚴

控風險」的工作思路，集團繼續保持健康快速發展。當前全球經濟繼續緩慢
復甦，國內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態勢更趨明顯。但美國「縮表」、英
國脫歐等事件，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經營發展面臨的形勢雖然複
雜，挑戰壓力雖然存在，但隨着國家經濟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人們對商業
保險需求進一步擴大，市場經營環境不斷好轉，保險業發展繼續向好的態勢
沒有改變，加上「一帶一路」等國家重大戰略和中央對駐港中資企業的關心
支持，將帶來新的重大歷史發展機遇。對此，中國太平將保持清醒認識，瞄

準發展方向，加大創新推動，把握發展良機，實現精品輝煌。
中國太平將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保險姓

保」，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二是進一步強化風險意識，堅持底線思維，牢牢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和集團內較大風險的底線。三是進一步增強
創新意識，堅持改革創新，加快打造大健康、大醫療、大養老產業鏈，積極
運用金融科技手段轉變發展方式，以創新贏得新一輪發展機會。四是進一步
增強開放意識，加快國際業務佈局和發展，紮實推進境外業務發展，進一步
強化集團國際化經營特色。中國太平將繼續深入推進精品戰略，為股東、客
戶和社會創造更大價值。

2017年上半年，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太平控
股)業務品質不斷提升，核心業務快速發展，新業務價值增幅
明顯。集團總保費及保單費達到1,140億港元，總資產5,873
億港元，主要發展指標再創新高。境內保險業務保持穩步健
康發展，國際化經營實力持續提升，境外子公司業務快速增
長，盈利水平佳。投資業務穩健發展，資產管理規模持續較
快增長。集團總對總戰略客戶合作與交叉銷售業務成效顯
著，品牌美譽度持續提升。

多位港人榮獲奧地利史懷哲獎 ■5月的奧地
利史懷哲獎頒
授典禮於維也
納的美泉宮隆
重舉行，6位
得獎者親赴領
獎並與奧地利
史懷哲協會的
首長大合照。

■7月於香港
嘉里酒店大禮
堂，為未能在
5月親赴維也
納領獎的得獎
者舉行的奧地
利史懷哲獎頒
授典禮亦圓滿
成功。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其全資附
屬人壽保險機構——東亞人壽保險有限公
司推出全新「e 優選」供樓保險計劃。該
計劃為全港首個提供網上預先批核的供樓
保險計劃，客戶只須透過簡易的投保程
序，便可獲取全面保障。由即日起至2017
年10月31日，客戶凡經東亞銀行網頁或
電子網絡銀行成功投保，即可享首年年度
保費9折優惠。
該計劃之保障範圍包括人壽保障、傷殘

豁免保費保障及失業保障。若受保人不幸
於保障期內身故，指定受益人將會獲支付
一筆過的身故保障，以償還供樓貸款的餘
額或作其他用途。若受保人不幸因意外或
疾病而導致喪失工作能力連續183日或以
上，將可獲豁免在傷殘期間所須繳付之保

費，直至康復為止。若受保人於保單簽發
日起計第183日或以後在非自願的情況下
失業，受保人可延遲繳交保費最長至365
日。
東亞人壽執行董事尹志德表示，置業是

人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倘若受保人
遭遇不幸，「e 優選」供樓保險計劃將可
協助受保人及其家人，於按揭期內償還供
樓貸款，紓緩壓力，並保留安樂窩。
凡年齡介乎18歲至60歲的按揭貸款人士
可以直接經網上投保該計劃（適用於每名受
保人不超過港幣500萬元保障額的保單）。
該計劃的保障年期最長可達30年，而保費
於整個保障期內會維持不變，每張保單最低
保障額為港幣25萬元。「e 優選」供樓保險
計劃由東亞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

東亞人壽推出「e優選」供樓保險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