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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改派息政策 比率最多55%
祈耀年：今年開好局 對未來表現審慎樂觀

滙控（0005）昨派成績表，終如股東所願有

息派！該行去年列賬基準稅前盈利按年跌34.2%

至87.77億美元，勝預期，恢復派息0.15美元，

但不再設有以股代息選項，同時公布採用以每股

盈利40%至55%的新派息政策。至於回購計劃

則未見蹤影，雖該行強調未來會審慎研究回購合

適時間，但管理層明言在2022年前回購並非務

實考慮。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昨形容，今年開局

良好，對年內表現也審慎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控去年業績撮要
項目

列賬基準收入

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股東應佔利潤

每股基本盈利

預期信貸損失

全年股息

普通股權一級
資本比率

總資本比率

製表：記者馬翠媚

金額(美元)
504.29億

87.77億

38.98億

0.19元

88.17億

0.15元

15.90%

21.50%

按年變幅
-10.1%

-34.2%

-34.7%

-36.7%

+219.9%

-50%

+1.2個百分點

+1.1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不少公司去年業績都表現疲
軟，包括恒生銀行（0011）。恒生銀行昨
宣布去年全年業績。其中，股東應得溢利
166.87億元，按年跌32.82%。每股基本盈
利8.36元，按年跌34.53%。每股派第四次
中期股息2.8元，按年跌30%。每股全年合
共派息5.5元，按年跌32.93%。
期內，恒生營業收入淨額333.3億元，按

年 跌 20.03% ； 淨 利 息 收 入 按 年 跌
16.58%，至269.06億元。淨利息收益率較

前一年減少47個基點，至1.73%。非利息
收入按年跌19%，為91.62億元。預期信貸
損失變動及其他信貸減值提撥，為27.38億
元，按年上升9.01億元或49.05%。

全職員工自動流失逾700人
參考業績公告上的數據，公司的全職員

工人數，按年減少逾700人。對此，恒生
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敏昨表示，
全職員工數目減少主要是由於自動流失，
又表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去年經營

環境艱難，加上恒生銀行加大發展數碼業
務的力度，所以沒有立即大舉增加人手。
不過，她表示恒生銀行現階段沒有裁員計
劃。

派息考慮因素多 冀能漸增
談到恒生銀行的派息政策時，鄭慧敏表

示雖然期望派息政策可做到漸進式增加，
但去年是奇怪的一年，許多事情不能以常
規作判斷。她續指，派息是基於經濟情況
與業績表現等多項因素，而監管機構亦提

醒銀行業要預留資本應付疫情的挑戰。因
此，董事局決定每股派第四次中期股息2.8
元。她續指，未來會考慮上述因素而決定
派息水平。
另外，鄭慧敏表示，雖然金融市場於

2020年下半年稍有改善跡象，但全球實體
經濟仍然受眾多不明朗因素困擾。經濟復
甦以及工商業及消費活動逐步回復疫情前
之水平，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時間。
至於恒生銀行董事長錢果豐則於業績公

告上表示，香港於2020年全年錄得經濟收
縮，但下半年漸見復甦。隨着政府繼續推
出支持政策及措施，以及美聯儲放寬貨幣
政策，令金融市場有改善，經濟可望進一

步增長。然而這個情況仍然脆弱，很大程
度取決於外圍環境之變化，相信經濟活動
要回復衰退前之水平仍然需時。

經濟活動回復疫前仍需時
另外，錢果豐表示內地已率先疫後復

甦，雖然經濟增長於2020年首季按年下跌
6.8%，但經濟隨後回升，全年更錄得溫和
增長。現時工業生產及房地產投資成為增
長之主要動力，但消費復甦仍然較疫情前
水平為慢，促使政府於最近的經濟策略中
專注於擴大內需。預期 2021年內地經濟增
長，將介乎6%至8%之間。
恒生昨收報152.5元，跌0.3元或0.2%。

恒生去年少賺33% 派息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在業績報告
中，滙控（0005）行政總裁祈耀年表示，去年
是股東艱難的一年，疫情和地緣政治使滙控股
價飽受壓力，相信去年充斥各地的地緣政治不
明朗因素至今仍然主導着該行經營環境。他期
望今年情況會有所緩和，但強調該行亦會時刻
關注一旦局勢升溫，將對集團業務造成何種潛
在影響。主席杜嘉祺亦提到，去年集團經歷經
濟及社會動盪，規模之大為近世僅見。他強調
地緣政治勢態依然嚴峻，對滙豐等環球銀行影
響尤其深遠，將繼續關注地緣政治環境對集團
策略可能產生的影響，全面與各地政府保持密
切溝通等。
雖然地緣政治風險仍存在，但集團仍看好亞

洲業務發展，杜嘉祺提到，雖然上半年環球經
濟因新冠病毒疫情嚴重惡化，但下半年已呈現
復甦跡象，特別是在亞洲，而中國仍是全球增
長的最大動力來源，其經濟復甦至為顯著，

當中以國際貿易的反彈最強勁。

更多環球業務擬駐紮香港
對於有消息指集團考慮將部分高層由倫敦調回

香港以配合「重返亞洲」策略，祈耀年昨回應
指，集團一直強調要靠近具潛在業務增長機遇市
場，包括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等地區，該行
正考慮將更多環球業務駐紮在港，但他亦重申
滙控不會遷冊。

港及大灣區將佔亞洲投資近半
祈耀年透露，未來3至5年60億美元投資亞

洲策略，當中近半會投放於香港及大灣區。問
到市傳該行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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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稱不評論王冬勝退休事宜，但讚揚王冬勝工作
表現出色，又形容對方在滙控去年經歷非常艱
難時期對銀行作出了巨大幫助。

香
港
佔
盈
利
貢
獻
最
大

增
至
93%

祈耀年冀今年地緣政治有所緩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逾一
年沒派息的滙控(0005)宣布恢復派
息，消息令該股曾飆6.5%，高見49.5
元的1年高位，是帶動恒指一度升逾
600點的主要動力。不過，該行的派
息水平並沒超過市場預期，全年僅派
每股0.15美元，炒作派息的資金遂獲
利出貨，使該股的升幅近完全蒸發，
全日只有0.4%升幅，收報46.7元。滙
控踏入倫敦交易時段跌勢持續，截至
昨晚7時半，滙控在英國再跌近3%。

派息欠驚喜 資金換馬高息股
市場人士指出，滙控的派息水平只

符市場期望，加上預期未來該行的撥
備將會增加，息口低企也拖累利息收
入，故使得資金傾向「先走為妙」。
由於滙控目前息率僅2.5%，或促使資
金換馬至其他高息股，例如部分中資
電訊股及銀行股。
滙控在業績會上表示，若無迫切的
投資機會，可供資金重新部署，滙控

或會考慮回購股份，但短期內不作考
慮，令不少期待滙控再次回購股份的
股民失望。摩通發表的報告指出，滙
控在未來3至4年，有形股本回報目標
僅為10%，對比之前將2022年有形股
本回報目標定在10%至12%更低，顯
示該行未來盈利潛力相對有限。摩通
維持滙控的「減持」評級，倫敦目標
價400便士(約43.64港元)，較昨日倫
敦的股價有4.8%的下跌空間。

上季業績勝預期 花旗唱好
不過，花旗則認為，滙控去年第四

季業績已好過該行預期，而滙控在戰
略上的更新，基本上符合該行預期，
雖然滙控前景仍充滿挑戰，但已為市
場提供了一些「新驚喜」，包括有形
股本回報率目標可達雙位數字。惟花
旗仍認為，滙控的派息指引相對保
守，雖維持「買入」評級，但倫敦目
標價只定在420便士(約45.82港元)，
與現價相若。

港股過山車 全日波幅822點
港股方面，恒指低開129點後，因

滙控宣布恢復派息而在低位大反彈，
最多升過628點，曾高見30,948點。
可惜滙控高位沽壓沉重，令該股甚至
大市的升幅也大為收窄，幸好友邦
(1299)及一眾中資金融股向好，恒指
全日仍升312點報30,632點，高低波
幅達822點。國指微升0.1%報11,909
點，但科技股沽壓持續，恒生科指跌
1.1%報9,863點。大市成交額保持高
位，錄得2,681億元，而港股通合共
錄得95億元人民幣的淨流入。
滙控升幅大收窄，子公司恒生

(0011)也表現不濟，全年純利低於預
期，使該股升過2%後要倒跌0.2%收
場。大市由友邦、內銀股及濠賭股支
撐，友邦急漲4.8%，獨力貢獻大市
144點，內銀股建行(0939)升2.1%，工
行(1398)升2.7%，主要因為預測息率
較滙控更高。

回購落空 滙控股價在英曾跌3%

●祈耀年形容，今年開局良好，對年內表現也審慎樂觀。

滙控去年受英國監管機構要求，年內不派息不回購，令不
少香港小股東心碎，而隨着英國監管機構去年底放寬對

英資銀行的派息限制，滙控昨宣布就去年度派發一次股息0.15
美元，惟不設以股代息選擇，以免造成攤薄效應，包括對每股
股息長遠累進影響。而該行亦指今年度將不會按季度派息，但
會於8月公布半年度業績時考慮是否宣派一次股息，意味以往
年派4次息情況將不復見。

今年將不按季度派息
祈耀年昨出席業績會時，被連番追問有關派息及回購事宜。
他指董事會已採納一項日後可持續派息政策，自明年起計劃逐
步將目標派付比率，設定在列賬基準每股普通股盈利40%至
55%之間，並可就非現金重大項目靈活調整每股普通股盈利。
他強調，雖然股息極為重要，但銀行的增長能力亦不能忽視，
故採納新政策以同時實現兩個目標，致力提供可持續股息，亦
給予管理層彈性，將資本進行再投資，實現中期增長。
過去幾年，滙控的派息比率接近100%。而於新派息政策

下，意味滙控的派息率將大減一半，同時，在虧損時亦將不
派息。

憧憬明年前回購不務實
而就回購方面，祈耀年指如果缺乏具吸引力投資機會，而出
現資本過於充裕情況，則可能進行回購或派特別息政策，但行
動屬長期性質，不會在短期內實行。而財務總監邵偉信亦補
充，今年資本運用上會集中投放於尋求亞洲增長，故明言在
2022年前回購並非務實考慮。

不預期明年ROE可達標
各項業績指標方面，祈耀年指，不再預期明年平均有形股本
回報率（ROE）可達10%至12%原定目標，但會將中期目標
定於10%或以上，亦會繼續在明年底前將風險加權資產總值削
減逾1,000億美元，又指有意將普通股權一級比率維持於14%
以上，中期則維持在14%至14.5%之間，長遠會將目標下調。
另外，滙控去年中重啟裁員計劃，目標2022年底前裁員3.5
萬人。祈耀年昨表示，目前有關裁員計劃進度良好，暫未有需
要更新裁員指標。而截至去年底，該行員工人數約有22.6萬
人，按年削減9,000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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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滙控
(0005)昨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業績，
列賬基準稅前利潤87.77億元(美元，下
同)，按年下跌34.2%，勝市場預期；母
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則為38.98億
元，按年跌34.7%，每股基本盈利為0.19
元，按年跌36.7%。利潤錄得跌幅乃由於
預期信貸損失及其他信貸減值準備增加，
以及收入下降，但營業支出減少，抵銷
了部分跌幅。滙控同時宣布恢復派股息
每股15美仙，較以往的第四次股息21美
仙減少28.5%，不設以股代息選擇。香港
區業績表現雖然有倒退，但仍是滙控單
一最大盈利貢獻市場，佔比增至93%。

大摩：滙控削成本計劃可行
摩根士丹利發表研究報告指，滙控

去年列賬基準稅前盈利勝市場預期，
而恢復派息符合預期。該行維持其
「與大市同步」評級，目標價43港
元。大摩續指，滙控已取得不錯業
績，並認為滙控削減成本計劃是現實
可行的，並且未來有更高的資本分
配，當他們重新進行資本部署時，增
長機會也令人感到鼓舞。
滙控於業績報告中指出，今年開局良

好，並對本年餘下時間的表現審慎樂
觀。該行去年列賬基準收入錄得504億
元，減少10%，主要由於低息環境對
所有環球業務造成漸進影響，但環球資
本市場業務的收入增加，抵銷了部分跌
幅。

亞洲業務仍然是滙控的主要盈利來
源，去年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為
128.32億元，按年跌30.5%，抵銷歐
美地區業務虧損。此外，香港去年業
績雖然有倒退，但仍然是滙控單一最
大盈利貢獻市場，錄得列賬稅前溢利
82.07億元，按年挫31.9%，但佔該集
團稅前溢利比例就進一步增加約3個
百分點至93%。

第四季經調整稅前少賺50%
若單計去年第四季度表現，列賬基
準除稅前利潤則為14億元，增加53
億元，主要由於2019年第四季一項73
億美元的商譽減值不復再現，而去年
第四季調整除稅前利潤則為22億元，
下跌50%。
受全球利率下跌影響，滙控去年的淨

利息收益率為1.32%，較2019年下跌
26個基點。另外，去年列賬基準預期信
貸損失為88億元，增加61億元，主要
反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的影響及未
來經濟前景轉弱。此外，客戶貸款的預
期信貸損失準備由2019年年底的87億
元，增加至去年底的145億元。
營運指標方面，普通股權一級比率

為15.9%，較2019年年底上升1.2個
百分點，當中已計及取消派發2019年
第四次股息，及軟件資產的資本處理
方法變更的影響。總資本比率則為
21.5%，按年升1.1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