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新冠肺炎疫情令香港不少經濟活動

停頓，多間銀行接連推出紓困措施，部分銀行更加碼，推出第二輪

紓困措施。如匯豐早前已推出針對中小企東主的樓按「還息不還

本」措施，昨再推出個人客戶的樓按還息不還本，並為航空、酒

店、飲食及零售業個人客戶推出最多3萬元的「支援貸款」，將支援覆蓋面加闊。金管局亦配合銀行的措

施作出彈性安排，容許按個別情況彈性處理30年的貸款年期上限。業界相信，連串措施有望穩定樓市。

A6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202020年年22月月141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港銀紛加碼紓困料可穩樓市
金管局允銀行彈性處理按揭年期上限

■建銀國際第一時間組織物資，送往武漢等疫區
一線。
香港文匯報訊 建銀國際發揮金融機構專業所
長，積極保障企業融資，對部分因疫情影響延期
支付的香港上市公司，迅速推出免收罰息等紓困

措施，支持本地經濟發展。此外，建銀國際近日
捐獻逾百萬元物資抗疫，向疫區一線送去急需的
N95口罩、醫用口罩、專業消毒用品等醫用物
資，並發起愛心倡議，募集員工慈善捐款。
作為在港中資投行，建銀國際積極響應建行

關於防控的重要部署，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
時，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向疫情災區捐款捐物，
包括向湖北疫區捐款3,000萬元人民幣並發佈多
項措施全力支持疫情防控。送去包括一線醫療機
構急需的N95口罩、醫用口罩、專業消毒用品
等。此外，還向北京定點防疫醫療機構捐贈一批
包括N95口罩、護目鏡等在內的醫療物資，為

首都新冠疫情保衛戰貢獻力量。

港星員工火速捐款伸出援手
建銀國際還發出倡議，呼籲員工伸出援助之

手，向重災疫區貢獻力量。在短短40小時內，
167位在港及新加坡員工踴躍捐款，火速籌集30
餘萬元，通過建行愛心通道捐予湖北省慈善總
會，指定用於湖北省武漢市等抗疫工作。還有156
名境內員工通過建行手機銀行「一鍵捐款」獻出
愛心。很多在港員工還默默地自發行動，個人購
買N95口罩等醫護急需物資寄往武漢前線醫院，
並通過各種渠道向疫區捐錢捐物。

光銀優先審批抗疫企業信貸

■葉茂林(左三)以「葉茂林慈善基金」名義，
捐款一千萬元予醫管局協助抗疫，並由醫
管局主席范鴻齡(左四)及高永文醫生(左五)
等代表接受支票。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光
大銀行香港分行密切關注疫情防控金融服務需
求，迅速制定發佈了《中國光大銀行香港分行助
力防疫抗疫信貸業務綠色通道實施辦法》，對防
疫抗疫相關企業的授信項目實行綠色通道審批；
為防疫抗疫相關的企業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助力
企業拓寬融資渠道等。

全球採購抗疫物資支援疫區
香港分行的管理層牽頭啟動了「同心戰
『疫』互助計劃」調動各種渠道和資源，堅持
不懈地聯絡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韓
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土耳其等地的供
應商，進行全球性採購；同時還主動聯繫海外
兄弟分行，借助其資源採買抗疫物資。經過不

懈努力，香港分行成功採購到一定數量的口
罩、酒精消毒用品、紅外線體溫探測儀和防護
衣，及時為內地兄弟單位和疫區醫療機構送去
寶貴資源。

已辦4藥企等客戶授信業務
香港分行對疫情防控相關重點客戶融資需

求，建立貸款審批綠色通道，同時優先保障相
關客戶信貸規模，以「特事特辦、急事急辦、
好事辦好」的原則確保以最快速度完成客戶貸
款審批流程及相關放款手續，全力保障企業各
類防疫物資生產及運輸活動。截至2月中旬，
香港分行累計通過綠色通道為四家醫藥生產企
業和抗疫物資生產商等疫情防控相關的重點客
戶辦理授信業務，總計6.25億元人民幣貸款正

在陸續投放，為打贏疫情防控攻堅戰注入金融
「活水」。

不抽貸不斷貸助企業渡難關
香港分行積極響應國家、光大集團、光大銀

行總行和監管機構的號召，對於受疫情影響較大
的行業以及經營出現暫時困難的企業不抽貸、不
斷貸、不壓貸，合理做好企業的到期融資安排，
及時配合客戶準備續貸資料、完成續貸手續，幫
助企業順利渡過難關，支持企業持續經營。近期
某銀團貸款客戶因受疫情影響出現暫時的資金調
度困難，申請將付息日延長一周，香港分行作為
其中一家參貸行同意了客戶的申請，免除企業客
戶的後顧之憂，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穩定
的後方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太古集團透過旗下的「太古集團
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超過1,200
萬元，以支援本地的抗疫工作，
有關款項將分別撥捐聖雅各福群
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並透過
以下三個捐助項目，協助社區共
同抗疫。
當中包括(一)會撥款500萬元予

聖雅各旗下的FOOD-CO平台，
透過其社會服務夥伴，為基層人
士提供食物援助；(二) 撥款300
萬元成立「社區抗疫基金」，透
過社聯為基層服務的非牟利團體
提供捐助，推行各項地區抗疫工
作；及(三) 撥款超過480萬元，
透過社聯及其會員機構的現有服
務渠道，直接向基層人士送上消
毒搓手液。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公益事
務主管陳婷婷表示，太古在香港
扎根150年，與香港社會和市民
經歷無數轉變和挑戰。集團希望
藉着以上捐助項目，為本港基層
人士提供援助，支援本港的弱勢
社群對抗疫情。

葉茂林基金千萬捐醫管局抗疫
要打好這場抗疫戰，有賴一眾
緊守崗位的前線醫護人員。耀才
證券(1428) 主席葉茂林私人持有
的「葉茂林慈善基金」昨宣佈，
捐贈1,000萬元予醫院管理局，用
作抗疫的相關用途，例如購買防
疫物資，及作為醫護人員的加班
津貼等，希望為抗疫出一分力。

渣打捐300萬助基層家庭防疫
渣打銀行昨亦宣

佈，渣打香港150周年
慈善基金將會捐出300
萬元予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為10萬個基層家
庭提供口罩等防疫用
品，紓緩目前物資緊絀
的情況。社聯將會透過
其機構會員，將物資直
接送到它們服務的基層
家庭、獨居長者、殘疾
人士、弱勢兒童等，預
計超過 10 萬個家庭或
個人受惠。

太古捐逾1200萬支援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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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多家銀行近
日接連推出住宅按貸
「 還 息 不 還 本 」 方
案，紓緩受疫情影響

的東主及市民的壓力，這對按揭客
戶、銀行來說都是雙贏舉措。表面
看 ， 措 施 好 像 只 便 利 一 眾 「 樓
奴」，但實質上近月樓市走勢下
滑，物業交投大跌，銀行延長還款
可以避免銀主盤大增、亦能多收一
年利息，變相多做生意。

免銀主盤大增 銀行多收息
近月樓市持續向下，銀行如不推出

紓緩措施，斷供人士或會上升，即是
銀主盤大增，跌市賣銀主盤，未必有
好價。此外，最近樓市交投大跌，按
揭業務今年肯定難有好成績，最新措
施容許住宅按揭客戶延遲還款，銀行
則可多收一年利息，變相多做了一筆
額外生意，對比起收回物業賤賣顯然
更有利，又能緩衝業界與社會所面對
的經營風險，可謂一石二鳥。

助經濟吃緊客戶解燃眉急
對住宅按揭客戶來說，延遲一年

還款，可以減輕經濟下行時的供樓
壓力，亦可避免單位因斷供而被銀
行收回。如果住戶現時因供不起樓
而被迫平價出售單位，延遲一年還
款相當於「以時間買機會」。

配合新措施，金管局亦有「助
攻」，昨日宣佈銀行可以彈性處理
貸款年期上限。經絡按揭轉介高級
副總裁曹德明以400萬元物業作為例
子，供款30年，利率為2.25%，供款
一年後申請12個月「還息不還本」
計劃，金管局指引前，計劃完結後
該客戶的剩餘供款年期應壓縮至28
年，因此每月供款額則由15,290元
增至15,678元，增加388元或2.5%。
指引推出後，銀行可因應客戶情
況，依舊以29年攤還剩餘貸款額，
對一些剛受經濟壓力之人士來說，
可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雖然延長按揭年期等於支付利息
之期數增加、息隨本減的速度減慢
以至累積利息支出增多，但在低息
年代，開頭數年的利息相差其實不
大，故此置業初期以延長按揭年期
幫助上車，待財政上資金較充裕時
增加還款亦可慳回利息。

仍需審批 不會增信貸風險
現時經濟下行風險大，上車人士或

希望減輕供樓負擔，如可彈性延長供
樓期，置業人士可有多些按揭安排上
的選擇。由於銀行仍會分別設定供款
人年齡及物業樓齡和還款期總和上
限， 一般長達75年，加上仍需審批
供款人的還款能力等條件，故相信此
舉不會增加信貸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恒地商場本月減租2至6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鄭治祖)

再有發展商因應疫情減免旗下商場租戶底
租。於本港各區擁有480萬方呎樓面商場
或零售舖位的恒地昨宣佈，旗下商場受影
響的零售、飲食和教育租戶，可獲2月份
基本租金減免20%至最高60%。自由黨主
席、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昨對地產商
近日推出的紓困措施表示感激及歡迎，希
望各大地產商適時延期或「加碼」紓困措
施，發揮同舟共濟精神。

援助針對零售飲食教育租戶
恒地更特別體恤教育機構租戶，如補習
社和幼稚園等，因停課關係而影響收入，
故在扣減租金優惠以外，2月份租金餘額

可延遲並分期繳交，盼能與租戶與本港市
民共渡時艱。
是次租金援助措施主要對象為中小企，

租戶提出之減租要求，均會按現有機制個
別衡量和處理。這是恒地自過去半年，為
租戶提供租金優惠之後，再一次推出紓困
措施，集團期望與各界合力抗疫，讓市民
大眾能盡快重過健康正常生活。

太地：續與租戶攜手渡時艱
太古地產發言人昨進一步指出，最近出

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本已艱難
的零售市場帶來進一步挑戰，特別是戲院
及餐飲業受到嚴峻衝擊，並需採取大範圍
的預防措施以應對疫情，集團會延續2019

年夏季以來有關租金支援措施，並因應個
別租戶情況提供適切支持。

張宇人冀免息分期處理欠租
張宇人表示，自己已整合業界訴求，向各

大地產商發信，請求酌情減租，並會繼續與
業界緊密聯繫，繼續向各大地產商爭取減租
一半，為期6個月，及容許商戶於今年7月
後才分攤這筆租金。同時，他希望地產商讓
有銀行作擔保商戶可取回現金按金作周轉，
如商戶欠租，希望業主能提供免息分期，及
承諾不作法律追討。張宇人還表示，會全力
向港府爭取為飲食界繳付2020年1月的員工
薪金，解業界燃眉之急，密切關注政府如何
運用百億抗疫基金。

金管局近日召開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
調機制（協調機制）特別電話會

議，提到應對經濟下行的舉措，8間與會
銀行均已響應金管局早前的呼籲，推出一
系列支援中小企的措施。此外，所有與會
銀行均已推出或將會於短期內推出紓緩個
人財務困難的措施，包括容許住宅按揭貸
款暫緩償還本金、減免信用卡借款費用
等。同時，與會銀行亦推出針對個別行業
的紓緩措施。

匯豐跟推個人樓按「不還本」
匯豐昨日推出進一步的紓緩措施，包括
個人住宅按揭貸款「還息不還本」安排，
由2月19日起至6月底，可按情況申請6
個月或12個月延期清還按揭本金，並可同
時申請豁免支付逾期費用和相關利息，以
減輕財政負擔。為紓緩受僱於航空、酒
店、餐飲及零售業等重災區個人客戶的財
務壓力，由2月19日起至4月30日，提供
最高3萬元的「支援貸款」，還款期最長
2年。客戶申請時只需提供最近的受僱證
明，而最低月入要求為5,000元。此外亦
加強人壽及醫療保險保障。
工銀亞洲昨亦推出第二輪紓緩措施，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可代繳首年保費及豁免
申請手續費、延長中小企業循環貸款還息
周期至3個月或6個月，按揭分期商業貸

款可申請為期6個月的「還息不還本」。
而4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進口貿易融資，
客戶可申請延長30天還款期，不設額外費
用或罰息。另外為支援抗疫物資供應商提
供便利金融服務。
之前未有動靜的花旗昨日亦加入支援抗

疫行列。該行昨表示，即日起到8月31
日，為商業銀行客戶就其現有和新授進口
貿易貸款，延長還款期一個月，暫延還款
最長至兩個月，會根據個別申請處理。另
外，商業銀行客戶可選擇將部分貿易貸款

中未被使用的額度，轉換成為期6個月的
循環信貸，上限為1,000萬港元。

按保公司：可減輕疫情衝擊
就住宅按揭貸款暫緩償還本金的安排，金

管局表明，儘管銀行在正常情況下須遵守住
宅按揭貸款期不超過30年上限的監管要
求，但如果客戶有特殊需要，銀行可以根據
個別情況彈性處理貸款年期上限。按證保險
公司也在會上表示，支持銀行推出措施減輕
疫情對中小企和個人客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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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銀國際3千萬物資捐款送疫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