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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累於廣告收入急速下跌，加上收回星美債券3.3億

元的可能性不大，電視廣播TVB (0511)昨發出盈警，

預計截至2019年12月底止的2019年度虧損，將超過

2018年度的1.99億元，為連續兩年錄得虧損。受發盈

警消息影響，電視廣播昨日跌2.6%，收報11.92元。

廣告急跌 TVB料蝕逾1.99億
疫情致內地戲院關閉 星美債回收可能性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電視廣播指出，自去年6月開始出現社會動盪以來，香港經濟及
經營環境陷入逆境及全球市場存在不肯定因素，導致廣告收入

出現急速下跌，因此，集團估計於去年度的溢利淨額，即未扣除任
何減值支出／虧損前，將會很微薄。

星美債券續錄公平值虧損
電視廣播又指，近期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導致內地的戲院營
運暫停，該集團對星美恢復正常營運水平的能力持負面看法，即使
新冠肺炎的蔓延可受控制，相信有關事件已對收回於星美債券的投
資造成非常重大不利影響。故此，該集團的董事局認為，可換股債
券的公平價值將減至極低水平，並將於去年度錄得公平價值虧損。
事實上，2018年為電視廣播上市30年以來首次錄得虧損，如今再
次發出盈警，將連續兩年錄得虧損。翻查電視廣播2019年中期業
績，去年上半年仍錄得2.13億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升6%，惟期內收
入則按年減少12%，至19.65億元，主要由於沒有聯合製作收入。

社會動盪 廣告客「極審慎」
另一方面，去年上半年來自廣告客戶的收入按年跌1%，至11.36
億元，其中來自新媒體— myTV SUPER及大台網業務的收入合共
按年升37%，至2.87億元。電視廣播於去年中期業績曾表示，全球
經濟表現參差，加上中美貿易爭端，業務難免受到拖累，加上本地
政局持續動盪，對其廣告業務造成長遠影響，據該集團了解，大多
數客戶在去年下半年的廣告活動策略上均採取極度審慎態度。
至於收回星美債券方面，電視廣播早於去年中期業績指出，希望
盡量收回於星美債券的投資金額，該集團於未來數月內繼續評估所
有可行方案，並於年度完結時評估是否需要作出減值。
電視廣播昨日的通告補充，根據星美透過公告所提供之資料及迄
今就收回投資作出的努力，電視廣播特別小組以及董事局認為，透
過公司對星美提呈之清盤呈請可收回餘下星美債券賬面值3.3億元之
可能性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市場
避險情緒升溫，強積金（MPF）回報表現亦因而受挫。截至今年1月
31日，駿隆強積金綜合指數下跌6點或2.6%，報224點。以強積金計
劃成員總數約436.5萬人計算，月內及年初至今強積金每人平均蝕
5,841港元。

股票基金指數跌5%居首
三大主要指數中，股票基金指數跌幅最大，下跌16點或5%，報
300點；混合資產基金指數跌4點或2%，報219 點；固定收益基金指
數維持於126點。除北美股票基金上升0.13%外，其他主要股票基金
都錄得下跌。至於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DIS）則「跑
贏大市」，其中65歲後基金上升1.34%；核心累積基金則下跌
0.27%。不過駿隆表示，強積金屬長期投資，因此市民無須過於擔心
短期市況波動及太頻繁轉換投資組合。
駿隆集團執行董事王玉麟表示，雖然強積金回報表現1月下旬開始

現跌勢，令其資產總值較去年12月跌2.1%，至9,490億港元，但去年
強積金造好，抵消12月的3.23%回報後，成員整體回報仍屬正值；而
按基金類別表現最差的香港股票（指數追蹤）基金（跌6.74%），仍
未追平去年12月的正回報（升6.85%）。
此外，駿隆表示人行主動「放水」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令信貸市場
和債券利率維持低水平；而且美國經濟及就業數據良好，均令市場情
緒逐漸回溫。

逆周期措施利市場復元
駿隆集團常務董事陳銳隆則表示，受疫情影響，環球投資市場預期

將持續波動，各央行均有放水行動，市場預期各地均有財政政策進行
逆周期措施；若疫情無出現急劇惡化，展望市場將會迅速回復，亞洲
區包括內地及香港市場回彈會較強，高風險投資者可考慮分段吸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平安銀行本周四晚公佈的2019年業績顯示，該
行實現營業收入1,379.58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8.2%，淨利潤281.95億元，
同比增長13.6%。平安銀行董事長謝永林於線
上業績發佈會上表示，此次疫情帶來一些影
響，但仍是整體可控。因採用了智能風控等金
融科技技術，該行去年不良貸款率較上年末下
降0.10個百分點。
謝永林表示，近年來，該行依託平安集團核
心技術和資源，持續深化大數據、區塊鏈、人
工智能、雲計算、生物識別等前沿科技與應用
場景的融合，通過不斷優化升級面向個人、公
司、小微企業和金融同業客戶的口袋銀行、口
袋財務、小企業數字金融和「行e通」等服務
模式和平台，並從硅谷、國內外領先互聯網企
業引入大量複合型高端技術人才。其通過線上

線下融合的智能OMO（Online Merge Of-
fline）服務體系，將口袋銀行APP與零售新門
店無縫對接，實現了多種場景的融合。

去年逾期貸款餘額佔比「雙降」
在風控體系方面，該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大數據技術賦能提升風控水平，打造SAFE智
能反欺詐體系，統一欺詐風險偵測平台，2019
年累計防堵欺詐損失超10億元，跨境業務利
用大數據等技術智能識別高風險客戶及可疑業
務，通過各類核查規則對業務進行事中控制及
事後核查，有效控制90%以上的程序性合規風
險。2019年末，該行主要資產質量指標全面持
續改善，逾期、逾期60天以上、逾期90天以
上貸款餘額和佔比較上年末均實現「雙降」；
逾期60天以上貸款偏離度和逾期90天以上貸
款偏離度均低於1，降幅顯著。

平安銀行行長胡躍飛表示，由於採用信息科
技和金融科技等技術，此次疫情重災區其武漢
分行通過遠程辦公和線上化服務，主要的業務
發展良好，零售的新資金流入、理財業務恢復
率超過100%，對公存貸款和投行業務都比年
初實現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內地近日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復工復產，
努力降低疫情對生產經營的影響，為A股反彈
創造了條件。A股在本周最後一個交易日重拾
升勢，創業板指盤中一度將2,100點收入囊
中，但隨着兩市衝高回落最終得而復失。三大
指數均小幅收紅，滬綜指上揚0.38%，報2,917
點。本周滬綜指4漲1跌，周內累計升1.43%，
深成指、創業板指周線亦收紅，分別上漲
2.87%、2.65%。

創業板指曾升近2%
昨日早盤滬深指數小幅低開，滬綜指直接落
於2,900點下方，報2,899點。開市後旋即單邊
向上，滬綜指最高觸及2,926點，創業板指最
多時升幅更已近2%，向上躍升至2,104點。不
過，臨近午盤市場做多情緒退潮，兩市掉頭向

下，至尾市才稍稍回暖。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17點，漲10.94點，
或0.38%；深成指報10,916點，漲51點，或
0.48%；創業板指報2,069點，漲4.62點，或
0.22%。兩市共成交8,129.72億元（人民幣，
下同），互聯互通北向資金淨流入70.08億
元。

口罩概念5日跌15%
盤面上，口罩、在線教育、遠程辦公、病毒
防治、流感等板塊持續領跌。當日口罩概念股
再殺跌近4%，本周連續5日下探，共跌去
15%。流感、病毒防治分別周跌10%、7%，遠
程辦公、在線教育周內下挫5%、3%。
多元金融、券商信託、農藥獸藥、化肥、
房地產、有色金屬、電子元件、銀行、民航
機場、保險板塊則跑贏大市，均位於升幅榜

前列。

經濟面料成新焦點
和信投顧分析，目前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
成效，距離市場期待的疫情拐點不遠，借鑒
非典時期的歷史經驗，疫情中後期市場焦點
將逐步轉移到經濟層面，即企業復工和正常
運轉、產業政策恢復到原有水平甚至加碼、
貨幣政策向流動性寬鬆改善、財政稅收政策
安排向中小企業傾斜等等，這一階段受疫情
拖累明顯的金融、地產、汽車等將迎來階段
性機會。
該機構建議，操作節奏上要隨疫情階段變化

靈活調整，指數沒有大風險的情況下，仍要聚
焦於疫情緩和階段的周期性品種和金融藍籌
上，業績線上繼續關注新能源產業鏈和大科技
方向相關核心龍頭低吸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但港股昨日仍然微升。全周計，恒
指累升411點，連升兩周下，港股累漲逾
1,500點。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稱，
雖然面對肺炎疫情的挑戰，但香港金融市場
韌性十分強，交投亦十分順利和活躍，今年
的日均交易量較去年全年增長20%。

疫市存機遇 服務業料新招應對
昨日公佈季績的阿里巴巴(9988)，業績表

現好過市場預期，但由於未能進入港股通，
且投資者擔心阿里受肺炎疫情影響，該股挫
逾1%至215元。李小加表示，港交所沒禁止
任何公司納入港股通，但很多事情需要與內
地溝通及共同安排，要顧及對方的想法，才
能出現共贏局面；相信「凡是好事都應該發
生，凡是應該發生的都一定會發生」。
他續指，現時內地的生產線及服務業處於

停擺，是過去30年未見過，相信今年經濟表
現肯定受影響，特別是服務業，但同時也是
機遇，個別公司可能通過新手段、新科技應
對大環境。

上半年新股少 全年表現仍看好
被問到疫情對新股市場的影響，李小加
說，上半年的新股一向較少，該所對今年總
體的新股市場有期望，希望仍能有好表現。
他又說，今年是個不尋常的「鼠年」，面臨
很多挑戰，本港市場經歷過不少風浪，相信
可經得起考驗，會以積極心態看待。
港股昨日仍反覆揚升，盤中最多升過230

點，但在28,000點大關有阻力，全日只升85
點報27,815點，是連升第二周。成交額跌至
959億元，是本周首次低於千億成交。國指
收報10,863點，微升0.3%。
科技股有回吐，騰訊(0700)反覆低收

0.3%，但全周計仍累升3.1%。小米(1810)跌
2.1%，中金指主要因「小米10」售價高預
期，或令出貨面對挑戰。
早前熱炒的晶片股在季績公佈後顯著回

調，華虹(1347)急挫14.3%，主因為去年第四
季純利倒退46%。中芯(0981)第四季純利同
比急升2.3倍，首季指引亦優於預期，但股
價仍要挫5.9%。

澳達：疫情致停工十數日影響小
新股澳達(9929)首日掛牌，股價高開

32%，但其後反覆向下，最終升幅收窄至只
有2%，1手僅賺50元。澳達主席尹民強表
示，肺炎疫情雖暫時阻礙工程進度，亦未能
預計復工時間，但相信停工十數天，對公司
業務影響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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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手抗疫」提振 A股金融板塊發力

平安銀行料疫情影響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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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行政
總裁李小加
（右二）戴口
罩出席疫情大
爆發以來首隻
新股的上市儀
式。 中新社

◀參加上市儀
式的嘉賓戴口
罩自拍。

中新社

◀港交所工作
人員為澳達控
股董事會主席
尹民強量體
溫。 中新社

◀澳達控股昨
日在港交所掛
牌上市。嘉賓
及記者史無前
例都戴上口
罩。

中通社

■謝永林（左二）表示目前平安銀行對疫情風
險是整體可控。 記者李昌鴻 攝

◀分析指強
積金屬長期
投資，市民
無須過於擔
心短期市況
波動及太頻
繁轉換投資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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