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實習
記者林沛其）恒生銀行（0011）昨公
佈中期業績。期內，股東應得溢利
126.47億元，每股盈利6.62元，均按
年增加29%。公司同時宣佈，每股派
第二次中期股息1.3元，上半年每股合
共派息共2.6元，按年增加8.33%。

中期多賺29% 派息增
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
敏昨出席記者會時表示，上半年業績

理想，其中商業銀行的營業溢利業務
更錄得48%的強勁增長。

把握大灣區「帶路」機遇
不過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她坦
言下半年經營環境會更具挑戰，因此
公司將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積極把
握「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
等重大發展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並與
客戶保持緊密聯繫，藉以令業績持續
增長，同時為客戶提供高質素的服

務。

受貿戰衝擊客戶佔比小
鄭慧敏續指，相信中美貿易戰會令
部分企業及零售業務客戶的信心產生
負面影響，而投資者會在作出投資決
定時，會更為小心審慎。因此，恒生
銀行將小心部署下半年的經營策略，
務求保持信貸質素於高水平。她在會
上強調，公司受中美貿易戰直接衝擊
的客戶比例很小，故不擔心會令銀行

的貸款質素急速惡化。

淨利息收益率可持穩
息口走勢方面，鄭慧敏指雖然部分

銀行上調定存利率吸納資金，對銀行
淨利息收入構成壓力，但恒生銀行將
繼續物色優質貸款對象及推出新產
品，故有信心下半年的淨利息收益率
會保持平穩。另一方面，隨着美聯儲
持續加息，她預期下半年有機會需要
上調最優惠利率（P），又表示加息令
擁有豐裕客戶存款的銀行具有經營優
勢。
人民幣匯率走勢方面，她指，人民
幣短期波幅較大，但內地經濟持續增
長，經濟基本面仍相當不俗，故預計
全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會維持在6.5至
6.6水平。
派息政策方面，她表示恒生銀行將

維持一向漸進派息的政策。另一方
面，鄭慧敏稱恒生銀行會積極研究是
否申請虛擬銀行牌照，目前未有定
案。

恒生：下半年經營環境更具挑戰 恒生2018年中期業績摘要
項目

股東應得溢利

每股盈利

每股第二次中期股息

平均普通股股東權益
回報率

除稅前溢利

營業溢利

淨服務費收入

淨利息收入

淨息差

淨利息收益率

總客戶貸款

總減值貸款

總減值貸款對
總客戶貸款比率

*由2018年1月1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於該日之總減值貸款為21.74億元，而總減值貸款對總
客戶貸款之相應比率為0.27%。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金額

126.47億元

6.62元

1.3元

17.4%

148.64億元

146.62億元

39.89億元

142.28億元

1.97%

2.1%

8,577億元

26.28億元

0.31%

按年增長

+29%

+29%

+8.33%

+2.8個百分點

+28%

+25%

+21%

+20%

+13基點

+16基點

15%

不詳*(較去年底
則上升21%)

不詳*(較去年底
則上升4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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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慧敏(左三)預期下半年有機會需要上調最優惠利率。 莫雪芝 攝

匯控稅前多賺 將增投科技5%
貿戰惡化恐損市場信心 密切關注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獅王」匯控（0005）昨公

佈中期業績，上半年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按年升4.58%

至107億美元，符合市場預期。公佈業績後，匯控在港

股價升幅收窄，倫敦股價更下跌。行政總裁范寧昨表

示，不評論股價表現，強調集團有清晰策略，目前

首要改善營運表現，提升股東回報，未來亦會

加大投資科技。對於中美貿易戰，

他指暫未見對該行帶來實際影

響，並預期亞洲區業務將繼續

成為下半年業務的增長動力，

但認為貿易戰情況惡化或會

損害市場信心，未來會密切

關注有關發展。

A3 重 要 新 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版面設計：房雍

2018年8月7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88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8月7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匯
控（0005）上半年亞洲區列賬基準稅
前盈利按年升22.9%至93.8億元（美
元，下同），比重按年升13.1個百分
點至 87.6%，繼續成為盈利貢獻來
源。其中香港列賬除稅前盈利按年升
29.7%至59.76億元，若撇除重大項目
影響，經調整除稅前盈利按年升
24.79%至59.84億元。若單計次季，
香港稅前盈利按年升38%至28.27億
元，淨利息收入按年升22%至25.66
億元。

理財產品旺銷 息差擴闊
匯控行政總裁范寧昨出席電話會議

時表示，香港區上半年業務表現強
勁，主要受惠於本港財富管理產品銷
情暢旺，從而帶動經調整收入上升所
致。他提到，匯控期內淨息差為
1.66%，較去年擴闊3個基點，主要
受惠於貨幣政策正常化，預計下半年
淨息差持續擴闊，或有助帶動日後淨
利息收入表現，但亦預期在利率趨升
下，本港美元定存的競爭亦會愈演愈
烈。問到本港銀行何時才會上調最優
惠利率（P），他指應交由本地銀行
的管理層決定，又指如港美息差收窄

對該行業務有利。

歐洲北美稅前利潤暴跌
至於匯控於其他地區的業務表

現，以列賬基準計算，中東及北非
業務為第二大市場，稅前利潤按年
升4.0%至 8.36億元；拉丁美洲業務
稅前利潤按年升21.1%至3.44億元；
歐洲及北美洲業務則按年均錄得倒
退，前者稅前利潤按年跌逾80%至
1.1 億元，後者則按年跌 95.6%至
4,200萬元。

展望前景 大行意見分歧
匯控放榜後多間大行發表報告，惟

對其前景發展意見好淡爭持。摩根士
丹利認為，匯控次季稅前利潤符預
期，但淨利息收入表現遜預期，相信
全年有望實現收入增長高於支出增
長，維持「增持」評級；德銀則認為
匯控次季收入及撥備前利潤均遜預
期，整體營運數據表現差過預期，維
持「持有」評級；高盛認為匯控次季
稅前利潤符預期，雖然期內收入低過
預期，但被聯營收入增長優於預期所
抵消，故維持「買入」評級，但目標
價由85元降至84元。

亞洲貢獻勁
港區次季稅前多賺近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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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寧稱，目前首要改善營運表
現，提升股東回報。 資料圖片

匯控上半年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按年升
4.58%至107億元（美元，下同），主

要受惠於零售及工商業務等理想，帶動期內
列賬基準收入按年升4.28%，然而受累於營
業支出增加等，期內經調整收入增長率與支
出增長率之差錄得負5.6%，意味成本增長高
於收入增長。而次季的稅前盈利為59.57億
元，按季升約25.3%，按年升約12.8%。

股價在英美僅窄幅升跌
匯控昨放榜前在港股價一度走高，曾升
1.8%高見 73.6 港元，午後放榜後升幅收
窄，大行對匯控未來前景好淡爭持，昨本
港收報72.65港元，升0.48%；匯控在美國
ADR報價偏軟，初段折合每股報72.72元，
較香港收市價升0.1%；倫敦方面，匯控低
開1%報709便士，其後跌幅收窄，香港時
間昨晚9時14分報711.6便士，折合每股較
香港收市價跌0.6%。

對環球經濟仍審慎樂觀
匯控主席杜嘉祺昨在報告中表示，該行

年初提到的發展策略是提升業績和聲譽，
形容這兩方面工作都已順利展開。他相信
匯控業務多元化，有能力應對外在環境的
變化，而展望今年餘下時間，他對環球經
濟增長仍然審慎樂觀，儘管對國際貿易前
景和保護主義的憂慮持續升溫，但強調亞
洲市場的基本因素仍然強勁。

下半年淨息差有望擴闊
范寧昨出席電話會議時表示，上半年業

績符合預期，當中四大環球業務列賬基準
及經調整收入均按年上升，為該行今年6月
公佈的8項優先策略創造了投資條件。他解
釋，上半年營業支出增加乃預期之內，主
因對業務投資，包括增聘前線員工，以及
在核心市場拓展電子銀行的營運能力等，

而由於下半年淨息差有望擴闊，料將帶動
收入增加，有信心年底前實現全年收入增
長高於支出增長的目標，但就未有回應會
否有新一輪回購。

亞洲業務續成增長動力
未來展望方面，范寧相信亞洲區業務將

繼續成為該行下半年業務增長動力，對於
外界憂慮中國經濟出現硬着陸，他則認為
內地政府擁有不同政策工具，而按過往經
驗亦顯示中國有能力控制當地的經濟狀
況。該行早前公佈新策略時指將投資科技
發展，問到是否意味將有削減人手計劃，
范寧指該行加大應用科技不代表會實施重
組計劃或裁員，而目前該行員工由7年前的
38萬人，減少至約23.8萬人。匯控財務董
事麥榮恩補充，該行未來將加大科技投資
及對其他業務的投入，如在內地的合資證
券業務等。

■杜嘉祺稱，亞洲市場的基本因
素仍然強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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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上半年稅前利潤符匯控上半年稅前利潤符
合市場預期合市場預期。。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匯控2018年中期業績撮要
項目

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經調整除稅前利潤

平均普通股股東權益
回報(年率)

普通股權一級比率

槓桿比率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金額(億美元)

107.12

121.39

8.7%

14.2%

5.4%

按年變幅

+4.58%

-1.82%

-0.1個百分點

-0.3個百分點

-0.2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