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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重注香港 遷入環球高層
傳今公布「重返亞洲」計劃 退出美零售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滙控(0005)今日公布業績，彭博昨日引

述消息人士指，該行將會在業績會上宣

布，考慮將部分環球高層遷回港，並重申

以亞洲為集團業務重心。報道指，滙控財

富及個人銀行行政總裁Nuno Matos、環球

銀行及資本市場聯席主管Greg Guyett，以

及全球工商銀行業務行政總裁Barry O'By-

rne，將由倫敦遷至香港，意味貢獻滙豐

2019年95%淨收入的主管，將雲集香港。

《金融時報》亦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滙控

將「重返亞洲」，並且退出美國零售銀行

業務，因滙控斷定該部門無法扭轉劣勢。

相反，滙控會加快發展新加坡及印度市

場，未來投資將集中在亞洲、英國和中

東。滙豐對有關報道不予置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全球疫苗
陸續推出，市場憧憬經濟加快復甦，花旗香
港總裁及總經理林智剛昨表示，去年雖然受
疫情影響，但該行零售業務表現仍正面，去
年零售業務新客戶按年增12%，資金淨流入
按年升44%，財富管理業務收入按年亦增長

9%，信用卡新客按年
升19%，而在疫苗積極
影響下，今年該行看法
較去年樂觀。
疫情去年衝擊各行各

業，林智剛昨提到，雖
然該行去年信用卡簽賬
及保險業務面對挑戰，
不過期內零售業務表現
仍正面，其中信用卡新
客戶數目更按年增加
19%。而疫情亦加快銀
行數碼化發展，他透露
去年該行數碼渠道收入
按年增長一倍，有80%

客戶使用數碼銀行渠道。

年內零售新客料增高單位數
展望2021年，林智剛坦言今年該行看法比

去年樂觀，料疫情緩和下有助帶動整體零售
銷售逐步復甦，雖然未必回到疫情前水平，

但相信將接近相關水平。他預期今年財富管
理表現較理想，期望年內整體零售銀行新客
戶實現高單位數增長。

Citi Plus 兩年客戶可增一倍
另外，花旗香港推出新數碼服務「Citi

Plus」，提供存款、投資及消費等服務，亦
可透過完成任務獲得最高1.8厘活期年息，
若在指定限期前推薦親友以組隊形式開戶，
可額外獲得不同活期年息，其中招攬到50
位隊友或以上，全隊隊員可獲得額外最高6
厘活期年息，即總共最高7.8厘活期年息。
若成功獲得最高7.8厘活期年息，並以活動
上限30萬元計，一個月料可袋息約1,950
元。
林智剛表示，該行近年致力發展數碼理財

服務，而新服務是為迎合數碼世代理財喜好
而推出的最新體驗服務，而Citi Plus 於去年
12月首度登場，在推出首三周內已吸引近
5,000名客戶登記，他希望新服務正式推出
後，未來兩年相關客戶可增加一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中
電(0002)去年盈利上升約1.5倍，至
114.56 億元，主要由於該集團在
2019年就 EnergyAustralia 零售業務
商譽作出重大減值所致，中電派發
第四期中期股息每股1.21元，按年
增加1.7%，連同首三次股息，去年
總股息為每股 3.1 元，按年增加
0.6%。中電首席執行官藍凌志昨於
視像會議中表示，目前董事會並未
有考慮派發特別息，但不會排除日
後有派特別息的做法。
電價方面，中電於業績報告中指

出，雖然中電的燃氣發電比例大幅
上升，但仍維持2021年平均淨電價
不變，每度電為 1.218元。國際燃
料價格在去年下跌，燃料調整費因
此有下調空間，讓客戶受惠。藍凌
志又稱，中電是香港少有可以慶祝
120周年的公司，中電過去面對不同
的危機，都經歷過來及變得更強
健，但受疫情影響，目前並不適合
大規模聚會去慶祝。
截至去年底，中電綜合收入減少

7.1% 至795.9億元。不過，香港電
力業務盈利增加和澳洲能源對沖合
約的正面公平價值變動，帶動集團

營運盈利上升4.1%至115.77億元。

疫情打擊 商業用電降
香港售電量方面，中電指去年香

港售電量跌0.9%至339.6億度，主
要由於疫情打擊經濟活動，令商
業、基建及公共服務售電量分別跌
5.2%及4.3%。不過，由於更多人在
家工作，加上香港夏天炎熱，住宅
客戶售電量升9%，至於用電需求在
去年下半年回升至接近正常預期水
平。
此外，中電副主席阮蘇少湄則表

示，今年1月及2月的售電水平與去
年相若，維持平穩水平，受到疫情
影響，中電去年及今年均有推出一
系列措施，為客戶紓困，今年電費
維持不變，並會於今年底與政府商
討明年電費調整安排。

將續增低碳燃氣發電
為配合香港的能源轉型，中電亦

將繼續增加低碳燃氣發電。專注完
成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龍鼓灘
第二台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的建
造工程，兩個項目預計分別於2022
年和2023年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安聯投資亞
太區股票首席投資總監陳致強昨表示，近月
「北水」持續大舉南下，而股票南向通佔大

市總成交的比例亦有所上升，支持港股表
現，相信這個情況將會持續，港股仍有上升
空間。他認為，「北水」偏好投資現時未有
在內地上市的公司，例如騰訊（0700）、中
移動（0941）與美團（3690）。

看好5G半導體等國策受惠股
對於「北水」會否大舉流出港股，為港

股造成波動，陳致強認為，香港是自由開
放市場，資金容易進出，港股出現波動性
是正常。由於現時港股估值較美股等其他
環球主要市場為低，因此認為港股仍有上
升空間。
板塊方面，「十四五」規劃將令5G、半

導體、可再生能源等行業受惠。此外，他
亦看好太陽能與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行

業。

美元走弱 資金料續流入亞洲
談及美國時，安聯投資亞太區高級經濟師

湯繼成表示，美聯儲不會太早結束量化寬
鬆，因為現時美國失業率及通脹仍遠未達目
標。美元將持續偏弱勢，吸引資金流入亞
洲，從而利好亞洲金融市場的表現。
陳致強則稱，由於美股估值已不便宜，加

上美元走弱，不少外國投資者對投資A股的興
趣上升，再加上預期日後或將有更多A股納入
如MSCI中國指數，因此他預料將有更多外資
流入A股。對於人行在農曆年假後「收水」，
一度觸發港股與A股下跌，湯繼成認為，市場
對此反應過度，因為中央早前已表示貨幣政
策「不急轉彎」。

中電去年多賺1.5倍
今年淨電價不變

安聯投資：港股有上升空間

該報道指出，今次滙控退出美國市
場，涉及在美國的150間分支機

構，標誌該行40年來在美國經營全服
務銀行的嘗試終結。事實上，該部門過
去3年一直虧損。據知情人士稱，滙控
正鋪路在新加坡進行併購。至於將調至
香港的高層，與財富管理業務高度相
關，主因為滙控希望成為財富管理市場
的領導者。目前滙控的私人銀行管理的
客戶資產不足4,000億美元，而全球最
大財富管理公司瑞銀(UBS)所管理的客
戶資金，高達約2.6萬億美元。

續積極修補與內地關係
此外，投資者亦關注滙控下階段的

削減成本計劃，以求進一步簡化集團
架構，當中或涉及出售200間法國零售
銀行分行的最新進度。同時，該行亦
要為滙豐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尋
找接班人，以求繼續修補與內地的關
係。市場預計，接任人選包括滙豐亞
太區環球銀行業務主管廖宜建、滙豐
中國行長兼行政總裁王云峰，以及恒
生(0011)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敏。

將恢復派息及重啟回購
市場又預期，滙控將會恢復派息，

預計每股派0.1美元至0.15美元。但由
於滙控股價自上次業績公布以來已升了
逾四成，相信現價已反映了派息因素。
高盛預期，滙控資本水平強勁，加上信
貸質素改善帶動盈利反彈，除恢復派股
息外，今年亦有空間重啟10億美元回
購，明年回購規模更有機會達35億美
元，這將會是刺激股價的因素。
美銀的報告亦料，滙控去年第四季

盈利將為15億美元，高於其目標。該
行認為，滙控恢復派息的預期已被市
場反映，後市走勢將視乎股份回購，
以及未來業務的展望等。美銀將滙控
目標價由43.01元升至45.57元，評級
為「中性」。滙控昨日升約2.1%，收
報46.5元，已經超過美銀的目標價。

港股成交3025億新高
港股方面，恒指昨日先高後低，原

因在於A股「股王」茅台昨午突然大跌
近7%，不單令A股下瀉，也拖累恒指

倒跌324點，收報30,319點。主板成交
昨日錄得3,025億元，再創歷史新高。
不過，由於昨日在跌市下出現破紀綠
成交，令人擔憂大市會繼續受壓。有
分析師表示，恒生科指昨日重挫
5.5%，但傳統地產股及銀行股均逆市

向上，例如新地(0016)及信置(0083)升
4%至5%，工行(1398)升逾2%，中石油
(0857)升近5%，沉寂多時的重鋼(1053)
更爆升逾七成，可見資金正從科技股
換馬至傳統經濟股，故引致了市場的
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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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蘇少湄(右)
稱，受到疫情影
響，中電去年及
今年均有推出一
系列措施，為客
戶紓困，今年電
費維持不變。旁
為藍凌志。

花旗香港：疫苗利復甦 看好今年業務

● 陳致強（右）稱，「北水」持續大舉南
下，支持港股表現。左為湯繼成。

公關供圖

● 花旗香港正式推出新數碼服務「Citi Plus」。左起：歌手陳柏
宇、藝人倪晨曦、花旗香港總裁及總經理林智剛、花旗香港零售銀
行業務主管李貴莊、歌手張敬軒、跳高運動員楊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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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今
日放榜的滙控（0005）再有高層大執
位。該行昨宣布委任Nuno Matos為
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行政總裁，Co-
lin Bell亦獲委任為滙豐歐洲行政總
裁，兩項任命即時生效。
滙控表示，Colin Bell在過去四年

中為集團首席合規官（Chief Compli-
ance Officer），並自2020年初開始
領導集團轉型計劃，而此前他一直密
切參與在歐洲的轉型計劃，因此認為
他非常適合為集團執行重點戰略。
公告又指，滙豐美國行政總裁Mi-

chael Roberts將獲擴權，同時管理美
國、加拿大及拉丁美洲業務，他的新
職 為 「US and Americas 行 政 總
裁」，由4月5日生效，但有待監管
機構批准。而早前有外媒引述消息
指，滙控將宣布退出美國零售銀行業
務，不過消息暫未獲證實。
Stephen Moss將從倫敦轉駐迪拜，

擔任中東、北非和土耳其行政總裁，
4月4日起生效，同樣有關任命有待
監管機構批准。
另外，滙控又指，財務總監邵偉信

將會重新擔任其在轉型計劃的職責，
即時生效；以及從4月起負責有關收
購及合併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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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