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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疫情下市場關注銀行業信貸質素，多
間銀行首季撥備亦見增加。中銀香港（2388）昨公佈首季提取減值準備
前的經營溢利按年升2.6%至112.16億元，期內提取減值準備前淨經營
收入按年升2.7%至148.9億元，不過上季減值準備淨撥備大增逾1.26倍
至5.83億元。

淨利息收入增 佣金收入降
中銀香港首季淨利息收入按年增加2.7%至105.18億元，主要受惠於
貸款增長帶動平均生息資產上升，不過計入外匯掉期合約的資金收入或
成本後的淨息差則按年收窄6個基點至1.61%；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按
年跌9.3%至28.71億元，主要受累疫情影響，商業活動減慢，令信用
卡、買賣貨幣、匯票及繳款服務的佣金收入減少，保險佣金收入也有所
下降，但投資交易活躍，證券經紀及基金分銷佣金有所上升，貸款和信
託及託管服務的佣金收入亦錄得增長。
若以按季作比較，該行首季提取減值準備前之淨經營收入按季升

5%，期內淨利息收入按季減少3.6%，淨息差亦按季下跌5個基點，而
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則按季升16%。期內經營支出按季回落26.6%，按
年則增加2.7%。

減值準備淨撥備大增1.26倍
中銀香港上季減值準備淨撥備大增逾1.26倍，該行解釋減值準備淨撥

備增加，主要是本季度因應宏觀前景不確定性增加，審慎更新預期信用
損失模型參數以
及貸款增長，引
致撥備增加，而
該行客戶貸款的
信 貸 成 本 為
0.16%，較去年
全年上升2個基
點。
該行表示，正

積極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帶來的影
響和經營環境變
化，提升風險內
控管理，防範各
類風險隱患。而
在疫情下，該行
個人銀行業務方
面，首季電子渠
道交易筆數持續
提升，其中手機
銀行交易量同按
年升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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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表示，正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
影響和經營環境變化，防範各類風險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銀
股陸續公佈今年第一季業績，中行
(3988)首季股東應享稅後利潤525.83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3.17%，
每股基本收益 0.17 元，較去年底跌
0.37%。此外，外電引述消息指，早前
原油價格暴跌引發中行的原油期貨合約
的交易產品「原油寶」投資巨額虧損，
據悉中行正考慮承擔原油寶投資者的超
額損失部分。

傳或承擔原油寶客部分損失
彭博引述消息指，原油價格暴跌引發

「原油寶」投資巨額虧損，中行正因此
面臨投資者的強烈抗議和監管機構的審
查。監管機構據悉傾向於由中行來承擔
這款與5月WTI原油期貨合約掛鈎的產
品投資者穿倉後的超額損失，而該行正
就此進行考慮權衡。
知情人士又稱，中國銀保監會和中國

央行前日與中國銀行就此召開了會議，
其中兩名知情人士稱，有保證金欠款的
原油寶投資人不應被納入徵信。知情人

士續稱，最終解決方案尚未達成，有關
各方仍在協商中，中行就消息不予置
評。

淨息差降 不良率增至1.39%
至於中行第一季淨利息收入961.66億

元，按年增加67.85億元，增長7.59%。
期內，淨息差1.8%，按年下降0.02個百
分點。各業務表現方面，非利息收入
523.77億元，按年增長1.46%；手續費
及佣金收支淨額279.17億元，按年增長
2.05%。至於資產減值損失為325.51億
元，按年升19.08%。
另一方面，不良貸款總額1,906.57億

元，而不良貸款率為1.39%，較去年底上
升0.02個百分點，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184.72%，較去年底上升1.86個百分點。
營運指標方面，中行首季核心一級資

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
11.24%、15.34%，分別較去年底跌0.06
個百分點、0.25個百分點。不過，一級
資本充足率則較去年底升0.01個百分
點，至12.8%。

中行首季多賺逾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招行
(3968)昨公佈首季純利277.95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增長10.12%，每股基本收益1.1

元，按年升10%；營業淨收入
763.72 億 元 ， 按 年 增 長
11.08%。各業務表現方面，淨
利息收入457.56億元，按年增
長5.5%；非利息淨收入306.16
億元，按年增長20.61%；至於
淨手續費及佣金收入為220.61
億元，按年增長 15.15%。不
過，首季的淨利差2.46%，淨
利息收益率2.56%，按年分別
下降13和16 個基點。
招行在季績報告中指出，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資產質量
受到衝擊。受共債風險和疫情雙重影響，
信用卡早期風險上升，其他零售貸款風險
也出現階段性增加。第一季該行信用卡新

生成不良貸款66.29億元，按年增加26.91
億元；零售貸款(不含信用卡)的不良生成額
14.29億元，按年增加2.21億元。

不良率降 資本充足率升
營運指標方面，首季不良貸款餘額525.82
億元，較去年底增加3.07億元；不良貸款
率1.11%，較去年底下降0.05個百分點；不
良貸款撥備覆蓋率451.27%，較去年底上
升 24.49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5.01%，較
去年底上升0.04個百分點。
此外，首季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一
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
10.72%、11.35%、13.05%，分別較去年底
上升0.08個百分點、0.05個百分點、0.03個
百分點。

中石油、中石化分別錄股東淨虧損162.3
億元（人民幣，下同）和197.82億

元，中石油更料上半年度純利將顯著下
降。中海油雖未公佈營收數據，首席財務
官謝尉志於電話會議中直接宣佈，鑒於低
油價環境，下調全年淨產量目標1,500萬桶
油當量，且縮減約100億元的資本支出。

中海油今年資本支出降百億
中海油將2020年淨產量目標由5.2-5.3億
桶油當量調減為5.05-5.15億桶油當量，資
本支出總額由850-950億元調減為人民幣
750-850億元。謝尉志解釋，當前環境必須
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執行更審慎的投資決
策，確保公司長期可持續發展。他透露，

已削減部分高成本油田產量，如美國頁岩
油的開採，相對而言內地油田沒有大幅削
減產量和資本預算。
謝尉志料全年油價回升的挑戰很艱巨，

雖然OPEC+約定5月減產釋放出積極信
號，有助油價回升維穩，但全球疫情發展
仍是未知數，需求端取決於歐美地區合適
能恢復正常生產、經濟活動，他預期全年
布蘭特油價在30-40美元區間波動。

中石油料半年純利續受壓
中石油首季蝕162.3億元，為2016年以來
首次虧損，並發盈警，預計第二季度油價
水平仍會保持低位震盪運行，預期上半年
度純利將顯著下降。受油氣價格大跌及銷

量減少影響，集團期內營業收入減少14.4%
至5,090.98億元。中石化首季亦由盈轉虧，
股東淨虧損為197.82億元，收入減22.6%至
5,555.02 億元，期內原油實現油價減少
14.8%至49.15美元。

首季淨產量齊齊保持增長
因年初已訂好生產銷售進度，單從首季度

淨產量來看，「三桶油」依舊保持穩定，未
能真實反映出疫情帶來的營銷。中石油首季
實現油氣當量產量4.14億桶，按年增長
6.1%，其中國內油氣當量產量升6%至3.576
億桶；中石化微升1%至1.12億桶；受新項
目投產和收購帶來貢獻，中海油期內淨產量
1.315億桶油當量，同比升9.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去年11月阿里巴巴
(9988)來港作第二上市，取得空前成功，為在美國上市
的中概股回流香港，作出良好示範。事實上，年初已不
時傳出多家中概股正籌備來港上市，京東終有好消息，
該股或最快於6月回港掛牌，集資高達或250億元。消
息令港股昨日早段曾升近280點，高見24,855點，但市
場憂慮「五窮月」市況，恒指在長假期前升幅收窄至67
點，收報24,643點，成交862億元。本周港股「三連
升」，累升812點，而整個4月份，大市累升4.4%或
1,040點。

「五窮月」投資氣氛料審慎
市場人士指，全球股市目前都有乏力跡象，成交普遍

跟不上大市升幅，港股亦有此情況，加上下個月踏入
「五窮月」，投資氣氛料會再度審慎。此外，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大幅調低今年的香港經濟預測，估計今年
本港GDP會收縮4%至7%，也是港股升幅收窄的主
因。
不過，京東回流本港上市，或有助市場氣氛。據內地

《證券時報》報道，京東正安排赴港上市，並已向港交

所提交了上市文件。消息指京東擬發行5%股份，集資
規模或高達250億元，瑞銀及美銀美林為主要承銷商。
港交所未因該消息而造好，逆市跌0.2%。

渣打業績勝預期 股價爆升
國指收報10,040點，升57點，終收復1萬點大關。金
融股受捧，匯控(0005)公佈季績後再闖40元大關，收市
升0.8%報40.25元。同業渣打(2888)首季信貸減值急增
11倍，稅前盈利也跌12%，但由於好過市場預期，該股
大升6.2%報39.6元。
科技股卻受壓，騰訊(0700)跌0.1%，阿里巴巴(9988)
跌1%。另外，萬洲(0288)績後挫4.6%，是表現最差藍
籌，花旗關注該股第二及第三季，其美國業務受疫情影
響的情況。

比亞迪獲唱好 領漲汽車股
另外，汽車股向好，藍籌股吉利(0175)升2%，廣汽

(2238)更飆7.4%，比亞迪(1211)升7.7%。分析師認為，
內地兩會將於5月召開，料會有政策利及汽車股，吸引
資金入場。比亞迪電子(0285)也獲大行唱好，股價升

6.7%。
摩根士丹利的報告表示，比亞迪今年上半年純利介乎

16億元至18億元人民幣，意味着第二季純利按年增長
將達111%至139%。故該行上調比亞迪的目標價，由原
來47元升至51元。
個股方面，會德豐(0020)系發盈警，但憧憬盈利復

甦，會德豐升1.6%，九倉(0004)升 3.4%，九倉置業
(1997)升2.7%。物管股也有炒作，合富輝煌(0733)獲碧桂
園服務(6098)以
溢價 7%提出全
購 ， 該 股 升
14.3%，碧桂園
服 務 亦 進 賬
2.6%。此外，雅
生活服務(3319)
更升 9.5%創新
高 ， 彩 生 活
(1778)升 8.5%，
永升生活(1995)
也升6.8%。

油價低迷 兩桶油首季巨虧
中石油4年首「見紅」蝕162億 中石化虧近198億

招行首季多賺10% 零售貸款風險增

■■港股長假期前升幅港股長假期前升幅
收窄收窄，， 44 月份累升月份累升
44..44%%。。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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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京東回歸 港股3連升共812點

受新冠疫情打擊市場需求影響，今年來國際油價

屢創新低，上周紐約5月石油期貨更下挫至負40美

元，令油企面臨巨大壓力。「三桶油」昨日齊齊公

佈今年首季度營運數據， 中石油(0857)與中石化

(0386)雙雙由盈轉虧，蝕百多億元人民幣，中海油

（0883）未有公佈盈利數據但率先調降今年度產量

目標和資本支出預算。

「三桶油」首季度運營數據撮要
公司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平均實現
油價

54.39美元
(-8.6%)

49.15美元
(-14.8%)

49.03美元
(-19.3%)

油氣當量
產量

4.14億桶
(+6.1%)

1.12億桶
(+1%)

1.31億桶
(+9.5%)

淨虧損
(人民幣)

162.3億元

197.82億元

未披露

■■招行首季多項業務均增長招行首季多項業務均增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海油調減今年淨產量
目標及資本支出總額。

■中石油與中
石化首季雙雙
由盈轉虧。

■謝尉志稱，
當前環境，中
海油必須執行
更審慎的投資
决策，確保長
期 可 持 續 發
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