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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月拆息9連升 料下月才回落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瑞聲因疫情停派息 去年少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季結臨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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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流動性抽緊，港元拆息連續 3 日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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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其中隔夜拆息昨升至約 1.59929 厘，與




供樓按息相關的 1 個月拆息 9 連升，升近 11






點子至 1.98571 厘，同創近兩個月高位。有


分析認為，雖然美聯儲兩度減息及推出無限
量化寬鬆，但疫情下經濟前景不明朗，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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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季結港銀粉飾櫥窗，及港美息差擴闊下
的套息活動等，令港元流動性趨緊，料季末
過後港元拆息或將跟隨美元拆息回落。
3 日全線上揚，其中短期
港元拆息連續
拆息升勢尤為明顯，1 星期及 2 星期拆

息昨齊齊升穿 2 厘，分別升至 2.08464 厘及
2.00845 厘，3 個月拆息則升至 1.80857 厘。
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升至 1.81804 厘，一
年期拆息升至 1.83274 厘。港美息差方面，
1 個月港元拆息昨升至 1.98571 厘，比同期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息差擴大至
約1厘。

星展料金管局或需
「接錢」
港匯昨徘佪 7.75 偏強區間，星展銀行財
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王良享表示，在美聯
儲減息至近零息下，令港美息差進一步擴
闊，促使市場出現更多套息交易，並令到
港匯持續徘徊在 7.75 偏強區間。他預期在
套息活動持續下，未來港匯有機會觸及強
方兌換保證促使金管局出手，不過相信接











錢規模不會太大。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稱，美聯儲
早前推出無限量化寬鬆等措施，令美元流
動性緊張的情況有所緩和，不過由於措施
釋放的流動性需時傳導至各方，加上疫情
持續下，相信短期內市場避險情緒仍高
漲，料市場或繼續追逐及囤積美元現金，
美元指數或持續波動。

推出港元定存優惠，以鎖定資金成本。集
友昨上調 38 天港元定存息率，年息由 0.48
厘增至 2.08 厘，若以最低入場費 10 萬元做
38 天定存，料可袋 216.5 元，該行亦同時推
出 98 天港元定存，年息 2.23 厘，入場同為
10萬元起。

華僑永亨：港息勢隨美息降

而港息波動亦影響銀行淨息差表現，昨放
榜的大新金融（0440）執董王伯凌表示，美
息向下之際，留意到近日港元拆息波動，料
未來數月在信貸需求及增長趨慢下，港息或
會因而受壓下調。大新銀行（2356）董事總
經理王祖興表示，該行去年淨息差受壓主因
期內港元拆息波動，而在美聯儲減息之下，
銀行淨息差料將受壓，該行將會積極調整存
款及貸款組合，以及爭取更多低息存款，冀
淨息差保持穩定水平。

而在香港，李若凡指因應季結臨近，港銀
需粉飾櫥窗下，令港元需求增加，並進一步
推高港元拆息。不過相信隨着美元流動性漸
趨寬鬆，料季結過後，港元拆息將跟隨美元
拆息回落，但她提醒現時本港銀行體系結餘
已降至約 540 億元水平，或令港元拆息波動
性增加，同時或有相對較小的跌幅。
而在港元拆息全線向上之下，再有銀行

大新料未來淨息差受壓

憧憬人行減息 滬指升逾 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美國無限量寬引發美股大反彈，外圍
市場強勁走勢亦傳導至 A 股，加上有消息
指人民銀行考慮降基準存款利率，滬深三
大指數昨集體大漲，滬指漲超 2%，深成指
與創指升幅均突破 3%。發改委等發文擴大
禽肉水產品生產供給，農牧飼漁板塊狂
飆。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2,781 點，漲 59 點或
2.17%；深成指報 10,241 點，漲 319 點或
3.22%；創業板指報 1,937 點，漲 60 點或

3.25%。兩市共成交 7,513 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淨流入36.77億元。
國家發改委辦公廳、農業農村部辦公廳
聯合印發《關於多措並舉促進禽肉水產品
擴大生產保障供給的通知》強調，要進一
步加強對禽肉水產品生產的扶持，發揮好
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作用，加大中央預算內
投資支持力度，綜合運用信貸、稅收優
惠、財政貼息等金融手段，幫助資金周轉
困難的企業渡過難關。還鼓勵地方臨時收
儲禽肉水產品，加大消費引導，進一步強

化屬地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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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瑞聲科技(2018)昨公佈，2019 年
股 東 應 佔 溢 利 22.22 億 元 ( 人 民
幣，下同)，按年下跌 41.45%，每
股盈利 1.84 元。由於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為提高集團流動性，所
以 不 派 末 期 息。 該 股 最 高 曾 升
8.9%，收報40.2港元，升4.3%。
期內收入 178.84 億元，按年下
跌1.36%；毛利率為28.6%，按年
下跌 8.6 個百分點。單計第四季，
瑞聲錄得純利 7.57 億元，按年下
跌 27.49%；收入 53.05 億元，按
年增長 9.65%；毛利率 29%，按
年下跌 9.1 個百分點。董事總經理
莫祖權於網上業績會上表示，現
時經濟遇上前所未見的情況，集
團過去多年維持 40%派息率，希
望盡力保持，但考慮到經濟環境
轉變，取態較為謹慎。截至去年
12 月底，瑞聲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55億元，目前並無資金壓力。
談到新冠肺炎疫情對公司的影
響，投資者關係主管郭美珊指，
首季未見有訂單取消情況，個別
訂單有延遲。而公司在疫情爆發

後，迅速成立特別工作小組，2月
和 3 月復工進度非常理想，短期
內達到逾 8 成復工率，現時狀況
則更理想。莫祖權亦指，有新型
號手機延至第二季才上市，故首
季訂單低迷、次季已回復正常。
第三季訂單仍取決於全球疫情擴
散程度。公司對 5G 發展樂觀，現
時陸續有新款 5G 手機推出，相信
市場的 5G 智能手機出貨量有望顯
著增長。

受惠用戶待家 金山軟件ARPU升
金山軟件（3888）首席財務官
吳育強同日也表示，疫情雖然對
很多企業的運營造成了影響，但
對數字化服務還是有益的，疫情
對於遊戲、辦公軟件以及雲服務
等多個業務均有正面拉升，當中
因消費者減少線下娛樂及消費，
反而令線上遊戲的時間增大，公
司今年第一季度在活躍用戶數目
以及平均消費（ARPU）均有上
升，有信心今年遊戲增長會比去
年更高。該公司去年業績由盈轉
虧，虧損15.46億元。

中海油已全面復工 料疫情影響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油價大跌，石
油公司備受衝擊。中海油(0883)董事
長汪東進在全年業績電話會議表示，
油價走勢仍存很大的不確定性，料今
年會於每桶 50 至 60 美元水平徘徊，
預期公司仍可於首季保持良好盈利能
力。疫情方面，汪東進則指公司已於
2 月中全面復工，疫情對公司影響有
限。

受惠政策 農業板塊漲近4%

桶油成本降至約 29 美元

農牧飼漁板塊整體拉升近 4%。行業板塊
中，醫療、汽車、珠寶首飾、民航機場、房
地產板塊等升幅居前；口罩、人腦工程、3D
攝像頭、無線耳機等概念板塊亦領漲兩市。
天鼎證券指出，內地疫情已經接近尾聲，
A 股市場逐步的整固築底是大概率事件。技
術面上，滬綜指 2,650 點的雙底形態基本能
夠確立。

中海油昨公佈，2019 年股東應佔
溢利 610.45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升 15.89%；每股盈利 1.37 元，派
末期息 0.45 港元。公司全年油氣淨產
量約 5.07 億桶油當量，創歷史新高，
按年升 6.6%；平均實現油價為 63.34
美元/桶，按年下降 5.8%；平均實現
天然氣價為 6.27 美元/千立方英尺，

按年下降 2.2%。桶油主要成本連續 6
年下降，按年下降 2.0%至 29.78 美元/
桶油當量。去年資本支出796億元。
公司 2019 年度產量和儲量再創新
高，惟展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加
大了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國際油價大
幅下跌且未來走勢充滿不確定性，公
司的外部經營環境依然充滿挑戰。
汪東進表示，將繼續專注於自身發
展，執行更嚴格的成本控制和更審慎
的投資決策，更加注重現金流管理，
保持公司長期可持續發展。
中海油今年初表示，今年淨產量目
標 5.2 至 5.3 億桶油當量，年內資本支
出總額 850 億至 950 億元。首席執行
官徐可強昨日指，隨着油價於本月中
大跌，公司今年資本開支及淨產量將
會作一定幅度調整，並會盡量控制勘
探等成本，追求產能效益。

中人壽全年淨利升逾 4 倍

年新業務價值 586.98 億元，同比增
長 18.6% ； 全 年 實 現 總 投 資 收 益
1,690.43 億元，按年大升 77.7%。中
國人壽預期，2020 年度公司資金能
夠滿足保險業務支出以及新的一般
性投資項目需求。同時，為推動未
來發展戰略的實施，公司將結合資
本市場情況進行相應融資安排。

都市麗人：店舖業務回復70%至80%

大。蕭家樂指出，原本預計3月份的
業務僅能恢復 30%至 40%，不過恢
復速度遠超預期，相信隨着疫情漸
受控，門店的業務將有更好表現，
料4月份將錄不俗增長。集團的每間
店舖均有戰略目標，未來若加盟商
計劃加盟，需通過集團的門店審批
流程方能開店，今年計劃將開設 50
間「家庭生活理念」新形象門店，5
月前將在東莞總部附近開 1 間內衣
旗艦店，並在 1 年內於全國近 20 個
主要城市開設，同時將旗下的數百
間門店翻新成第7代形象店。

香港文匯報訊 得益於投資收益
及手續費及佣金支出稅前扣除政策
調整，中國人壽(2628)去年度淨利同
比升 411.5%至 82.87 億元(人民幣，
下同)，每股盈利 2.05 元，派末期息
0.73 元。公司預期，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新
冠疫情下不用扮靚？內衣品牌運營
商都市麗人(2298)行政總裁蕭家樂
指，早前集團全國的店舖因疫情而
需停業，不過經過一系列衛生防疫
工作後，截至3月中已有85%至90%
店舖重新營業，營業額亦已回復
70%至80%，部分門店更現增長。
集團 2019 年業績轉盈為虧，股東
應 佔 虧 損 12.98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短期內將對業務帶來一定影響，但
公司的資金能夠滿足保險業務支出
及新的一般性投資項目需求。
去年公司實現總保費收入5,671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5.8% ； 內 含 價 值
9,420.87 億元，按年增長 18.5%；一

同)，每股虧損 57.76 分，不派息。
因預期集團於可見未來向客戶銷售
舊存貨面臨實際困難，及需要加大
促銷力度，都市麗人去年作出一次
性7.4億元的存貨減值撥備。

計劃設 50 間新形象店
集團副總裁及首席財務官盧康成
指，有關撥備已計入疫情帶來的影
響，因此最終的存貨減值較早前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