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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明放榜大行料恢復派息
去年稅前盈利料大跌37%

滙控將於周二（23日）放榜，同日審

議會否恢復派息勢成焦點。而據滙控內部

綜合券商預測顯示，集團去年全年列賬稅

前盈利預測中位數83.29億美元，按年大跌

37.6%，期內列賬基準預期信貸損失及其他

信貸減值準備變動 （ECL）預測中位數達

90.65億美元，按年大升超過2倍。而受疫

情拖累，券商大多關注滙控去年信貸撥備

會否大增、重組計劃進展及派息指引等，

雖然各大行均預期滙控將恢復派息，不過

對於每股派息仍見分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滙控(0005)

中海油(0883)

中石化(0386)

國壽(2628)

中石油(0857)

騰訊(0700)

友邦(1299)

建行(0939)

阿里巴巴(9988)

小米(1810)

■製表：記者 周紹基

ADR美國收
報(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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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周港股
變化(%)

+0.63

無起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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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71

+0.2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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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早在中期業績已發預警，受
疫情及地緣政局緊張帶來的不

明朗因素影響，去年全年預期信貸損
失準備可能達80億美元至130億美
元。
而據滙控內部綜合券商預測顯示，
去年全年列賬基準ECL預測中位數
達90.65億美元，較前年同期27.56億
美元，急增約63億美元，不過仍處
於該行在中期業績的預期之內。而綜
合11間券商預測，該行去年列賬基
準ECL介乎83.51億美元至106.71億
美元，按年大升203%至287%。

高盛預期有能力回購
至於投資者最關心的股息，綜合7
間券商預測，滙控去年每股股息料介
乎 0.1美元至 0.15 美元，中位數為

0.13美元。其中高盛預期，滙控將恢
復2020年派息0.1美元，至於2021年
及2022年料分別派息0.3美元及0.4
美元，該行亦預期在資本和信貸情況
改善下，料有助帶動滙控盈利反彈，
料2021年及2022年將有10億美元和
35億美元的回購空間。
高盛亦預期，滙控管理層將更新營

運策略指引，包括原本目標2022年
底前削減風險加權資產（RWA）總
值超過1,000億美元將上調至逾1,250
億美元、原本計劃進行45億美元的
新一輪削減支出計劃將上調至70億
美元、至2022年一級核心資本充足
率（CET1）目標由原來介乎14%至
15%調整至介乎14%至14.5%，以及
預 期 2022 年 有 形 股 本 回 報 率
（ROTE）目標將由原訂的 10%至

12%降至最新9%。

大摩：受惠信貸成本改善
摩根士丹利亦唱好滙控，同樣預料

將會公布新成本控制及資本計劃。該
行提到，由於環球低息環境，料本港
銀行淨利息收入都無可避免受影響，
不過該行認為銀行收入雖然復甦緩
慢，但看好今年情況將好轉，尤其看
好滙控和渣打（2888）將有更好表
現，主要受較低估值、信貸成本改善
及資本分配限制逐步取消等利好因素
支持。
滙控、渣打在內等英資銀行，去年

在英國監管機構要求下撤回派息及承
諾年內不派息不回購，不過隨着英倫
銀行去年底批准資本充足達標的銀行
可恢復派息，加上英國四大銀行中巴

克萊銀行上周四率先放榜，宣布重新
派息兼進行總值7億英鎊的回購。
在市場憧憬獅王將會恢復派息下，

滙控近月股價表現造好，不過上周末
放榜前稍見回吐，上周五收報45.55
元，跌1.83%，但仍較去年底累升
12%。

傳三巨頭調回港掌舵
另外外電報道指，滙控正考慮在未

來幾個月，將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
財富和個人銀行、環球商業銀行三名
高層由倫敦調回香港，以加強布局其
作為重心的亞洲業務。
恒生（0011）亦將於同日放榜，綜

合4間券商預測，恒生去年每股派息
介乎4.7元至5.5元，按年跌33%至
49%。

滙控去年全年業績預測
投行 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按年變幅

海通證券 77.89億美元 -41.6%

瑞信 78.94億美元 -40.9%

摩根士丹利 83.89億美元 -37.1%

花旗 85.79億美元 -35.7%

高盛 88.6億美元 -33.6%

國泰君安 99.76億美元 -25.3%

麥格理 99.79億美元 -25.2%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考玲）為規範互聯網貸款發
展，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關
於進一步規範商業銀行互聯
網貸款業務的通知》，進一
步規範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
業務，設置了與合作機構共
同放貸合作方出資比例、與
單一合作方發放貸款餘額集
中度指標，以及和全部合作
方的限額等三項定量指標，
以避免監管套利和過度依賴
單一合作機構的集中度風
險。

設置三項定量指標
定量指標具體為商業銀行

與合作機構共同出資發放互
聯網貸款，單筆貸款中合作
方出資比例不得低於30%；
與單一合作方發放的本行貸
款餘額不得超過一級資本淨
額的25%；與全部合作機構
共同出資發放的互聯網貸款
餘額，不得超過全部貸款餘
額的50%。此外，同時嚴控
跨區域經營，明確註冊地銀
行不得跨註冊地轄區開展互
聯網貸款業務。
對於禁止地方性銀行跨區

域經營的原因，銀保監會解
釋，主要是考慮到近年來個
別地方性銀行利用互聯網技
術拓展業務區域，嚴重偏離
定位，盲目無序擴張，帶來

較大風險隱患。銀保監會指出，對於
集中度風險管理、限額管理的量化標
準，監管部門將按照「一行一策、平
穩過渡」的原則，督促指導各機構在
2022年7月17日前有序整改完畢。
在細化審慎監管要求方面，銀保監

還要求商業銀行強化風險控制主體責
任，獨立開展互聯網貸款風險管理，
自主完成對貸款風險評估和風險控制
具有重要影響的風控環節，嚴禁將關
鍵環節外判。

推動信託公司網貸防控
另外，目前信託公司開展互聯網貸

款業務已具有一定規模，其中部分業
務也借助於相關合作機構進行。為統
一監管標準、避免監管套利，銀保監
同時推動信託公司加強相關業務風險
防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考玲)自去年第
四季起，北水持續流入港股推高成交，
日均金額更衝破3,000億元。耀才證券
(1428)就散戶「2020年的投資總結及對
2021年港股前景」進行的問卷調查顯
示，九成半受訪散戶抽新股「有斬
獲」，並有逾七成散戶料今年港股企穩
二萬八樓上。
耀才證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
昨表示，去年散戶的整體投資回報表
現，約46%的受訪散戶獲利一般，平均
賺幅少於一成；36%表示回報理想，平
均賺幅達一至三成。被問到2020年投
資獲利最多的板塊，約37%受訪散戶表
示「科技股帶來的利潤最豐厚」。
受惠於中概股回流赴港上市潮，去年
的新股市場認購氣氛熾熱，參與認購新
股的散戶急劇增加，是次調查亦有訪問
散戶在新股市場的投資表現。調查發現
成功認購新股的受訪散戶當中，佔95%
在新股市場中「有斬獲」，78%表示投

資新股平均回報率亦達三成或以下，其
中獲利最高的首五大新股分別為京東健
康 (6618)、泡泡瑪特 (9992)、京東集團
(9618)、思摩爾 (6969)及華潤萬象生活
(1209)，僅一成受訪散戶表示沒有抽新
股或未能中籤。

看好港股企穩28000點
對於今年市況走勢，逾七成受訪散戶

預期今年港股企穩在28,000點以上，僅
5%睇淡大市，認為恒指會回落到以
24,000點以下。約36%認為「中美關係
和新任美國總統上場」是影響今年港股
走勢最關鍵的因素；而在這36%的受訪
散戶當中，近九成三認為拜登上場或有
望紓緩中美緊張關係，是利好大市的主
因。另外有逾三成受訪者表示疫苗研發
進度及功效都會左右大市走向，當中絕
大部分受訪者亦同樣認為疫苗面世有助
經濟復甦，會是推動大市上升的催化
劑。

散戶看好科技醫藥股
此外，就投資者對個別股份未來的看

法，約三成受訪散戶仍看好科技股發
展；而看好醫藥股及新經濟股的各佔約
一成。另外，受惠於國策以及內地新能
源汽車技術漸趨成熟，約8%受訪散戶
亦看好汽車板塊，相信汽車股或成今年
資金的熱捧對象。
許繹彬稱，今年即使各國均傳出疫苗

面世，對疫情能夠受控充滿憧憬，但投
資者對投資復甦行業如地產或商舖等仍
較為保守，資金流向股市暫時仍會保
持，對今年股票市場有利，恒指可望更
上一層樓或有機會創出新高，加上相信
美國總統拜登會採取「先安內後攘外」
的政策，預計有利於如石油、銀行及
5G相關股份，故投資者可考慮追隨此
類股份的走向。是次調查於去年12月
底至今年1月底期間進行，共收集逾
1,800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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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才：95%散戶抽新股「有斬獲」

● 耀才證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表示，36%受
訪散戶表示去年投資回報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人行
上周連續兩日從市場上抽回流動性，
淨回籠3,400億元人民幣，「收水」
動作令 A股與港股上周五都「腳
軟」。不過港股在美上市的預託證券
(ADR)在上周五企穩，滙控(0005)、
友邦 (1299)、建行 (0939)及港交所
(0388)等重磅股的ADR皆向上，令今
日恒指有望高開約80點，使大市可
重上30,700點水平。
分析師表示，港股近三周已累積了
逾2,300點(8.3%)的升幅，若一旦有
利淡消息，容易令獲利盤大量湧現，
股民除了要關注人行的動靜外，也要
小心即將公布業績企業的表現。

股評人：30500點有支持
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指，港股今
年累升頗大，使各種消息都有可能變
成沽貨理由，令大市走勢更波動。他
認為人行「收水」的步伐不會太大，
相信港股向下空間未必太大，由高位
回調約5%至8%起計，恒指在30,500

點便能覓得足夠的支持。至於未來
「北水」的數額，他指內地主體1月
份經「港股通」買入了401億美元港
股，由於港股整體的「北水」體量大
幅增加，故「北水」難以「話停就
停」，即使「北水」流入量驟減，也
不足以判斷流入的高峰期已過，而且
只要「北水」仍停留在港股，大市交
投不會太差。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亦表

示，港股上周曾出現急瀉，但他傾向
認為是震盪整理行情，相信大市可以
快速修復，初步可守穩於3萬點大關
之上。他指出，市場對經濟復甦的樂
觀情緒未改，加上資金流充裕，相信
港股仍可保持升勢。未來大市焦點會
回到企業基本因素上，例如滙控和港
交所都快將公布業績，結果將會主導
大市氣氛。

北水流量左右上衝動力
技術上，恒指在31,183點已到達一
個階段性高峰，而3萬點大關則是防

守「重鎮」。
另方面，市場關注南下資金會否減

少，好像上周五「北水」的淨流入量
降至不足40億元，相對1月份每日破
百億元的流入，似乎流入的節奏上已
出現變化，對港股的上衝動力會有影
響。

資源價格大升藏隱憂
除股市外，資源價格也會影響市場

整體氣氛。鑑於內地復工加上全球疫
後經濟重建，資源供應變得緊張，例
如銅價近日便持續爆升，上周五急彈
4.2%創2011年9月以來高位，而錫
價同樣也因供應短缺而在同日大升
5.8%，創紀錄連升16周，且自今年
來，錫價漲幅接近三成。高盛指出，
內地復工引發資源價格整體上漲，銅
的供應出現 10年來最大的供應缺
口，故該行已提升銅的目標價至每噸
1.05萬美元。花旗亦表示，原物料嚴
重短缺，預計銅價還會續升，這或會
掀動股市各板塊的波動。

港股三周累升2300點 提防獲利盤湧現

●●滙控早在中期業績已發預警滙控早在中期業績已發預警，，去年全年預期信貸去年全年預期信貸
損失準備可能達損失準備可能達8080億美元至億美元至130130億美元億美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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