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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急插914點失守三萬關
預算案建議加股票印花稅 美股即減費疑搶客

港府計劃調高股票印花稅率，

由現時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各付

0.1% ， 提 高 至 0.13% ， 加 幅 達

30%。消息令市場大幅震盪，港股在

3,543億元的破紀錄成交下，急跌914

點，插穿3萬大關，收報29,718點。

其中港交所(0388)就曾跌穿500元，

即市最多挫12%，低見489.6元。惟

尾市有資金「撈底」，全日跌幅收窄

至8.8%報509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東亞
銀行（0023）昨公布去年全年業績。
由於2020年的減值損失比2019年少，
推動純利按年升 10.86%達 36.14 億
元。每股盈利0.97元，按年升8.99%。
每股派第2次中期息0.24元，按年下跌
31.43%。每股全年派息0.4元，按年下
跌13.04%。派息比率由51.69%，降至
41.24%，降幅超過10個百分點。由於
派息不盡人意，該股昨收報17.84元，
跌1.14元或6.01%。
業績報告披露，東亞銀行經營收入
按年跌 12.38%，至 173.1 億元。其
中，淨利息收入按年跌20.71%，至

115.5億元；非利息收入按年升11%，
至57.6億元。

李民橋：保留資本應付疫情
對於去年該行盈利上升，但派息比

率卻有所下降，聯席行政總裁李民橋
昨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的營運環境艱難，由於疫情的影響
仍未完全過去，因此該行需要保留多
些資本，為日後不明朗的情況做好準
備，亦需要預留資金作發展用途。在
平衡盈利表現、營運環境、股東回報
和監管要求後，最終定下公布的派息
水平。

李民橋續指，該行的派息政策指
引，比率介乎30%至70%，因此未來
的派息將具有彈性，又稱未來該行會
繼續在財富管理、數碼化與大灣區業
務方面作出投資。
另一方面，政府計劃上調股票印花
稅稅率，由現時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
各付0.1%，增加至0.13%，增幅高達
三成。對於此消息，李民橋表示，相
信高頻交易受加稅的影響較多。副行
政總裁兼投資總監李繼昌則表示，業
界認為是次股票印花稅的增幅高，而
港股已即時有反應，但相信市場消化
消息後會回復平靜。

東亞去年多賺逾10% 派息減13%
香港文匯報訊 證券項下的跨境流動激增，

正讓人民幣加速蠶食美元在中國跨境支付中的
地位。未來在債券南向通、人民幣數字貨幣等
新生力量加入之後，這一去美元化進程料進一
步加速。彭博社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跨境
收付款數據計算，今年1月，以人民幣形式進
行的跨境支付款高達2.66萬億元人民幣，佔總
額近44%，雙雙創出數據歷史新高。當月美元
收付款佔有率降至約51%，美元仍是佔比最大
的幣種，但人民幣幾乎分庭抗禮。

受惠股債交易急升
外管局從2010年開始公布收付款數據，當

時美元一家獨大，收付款佔比高達85%。然而

在跨境貿易結算推動下，人民幣收付款比重於
2015年曾增至三成以上。
分析師認為，1月人民幣涉外收付款的增

量，主要來自資本金融項下的債券通和股票通
交易。當月外國投資者淨買入至少2,255億元
人民幣的中國債券，內地投資者則通過南向通
淨買入港股高達3,110億港元。這些資金均以
人民幣形式跨境。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

示，1月時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所佔佔有率達
到2016年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佔總體市場的
2.4%左右。澳新銀行中國策略師邢兆鵬說，由
於人民幣在使用和兌換上仍不如美元方便，目
前貿易項下的人民幣使用比例低於20%。

人幣上月跨境支付2.66萬億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交
所(0388)昨日公布去年業績，純利
115.05 億 元 創 新 高 ， 同 比 升
22.51%，符市場預期。每股盈利9.11
元，派第二次中期股息4.46元，使去
年全年派息達到 8.17 元，同比增
21.76%，同樣創歷史新高。港交所
主席史美倫在業績報告表示，縱使在
年內面對着各項難忘挑戰，包括疫情
肆虐全球、地緣政局升溫及經濟疲弱
等，但港交所展現了業務強大的韌性
和實力，繼續提供穩健營運及妥善監
管的市場，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全球金
融樞紐的地位。

北水帶動 日均成交升49%
港股去年日均成交額急升49%至
1,295億元創新高，當中滬深港通收
入及其他收益高達19.26億元，按年
升91%，是連續第四年創新高，其中
14.85億元來自交易及結算活動，按
年升1.12倍，顯示互聯互通機制已進
入收成期。
史美倫稱，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
該所在推進「立足中國」、「連接全
球」及「擁抱科技」這三大戰略，仍
取得重大進展。展望未來，環球金融
市場將繼續受疫情、地緣政局、中美
關係及疫後經濟復甦等因素影響，為

港交所帶來不少挑戰。
候任行政總裁歐冠昇將於5月上

任，但仍未獲證監會通過，代理行政
總裁戴志堅表示，新行政總裁是董事
會經長時間挑選決定，目前仍待證監
會審批，他提到，歐冠昇在美資銀行
工作多年，資歷優越。對於「ETF
通」及A股期貨的推出時間，他回應
說正在準備中。
至於近月「北水」大量流入港股，

趨勢未來能否持續，他表示，這要視
乎不同因素，但有信心「北水」流入
的趨勢可保持。
另外，財政預算案提到港交所將檢

視第二上市制度，港交所上市科主管

陳翊庭說，該所去年公布的企業「同
股不同權」架構諮詢總結時已提到，
市場認為一些非「同股不同權」架構
的中概股，回流香港二次上市時門檻
有放寬空間，因此計劃就此諮詢市場。

李小加去年總酬金逾1.2億
據港交所顯示，提前離任的前行政

總裁李小加，去年總酬金逾1.2億
元，增加1.35倍，當中包括表現花紅
8,070萬元，同比增加4倍，基本薪金
931.5萬元，再加上以股份支付的僱
員酬金福利等值2,377.3萬元。但港
交所去年股價急升68%，故不少人認
為李小加薪酬「值回票價」。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業績雖創新
高，但受到政府擬將股票印花稅由
0.1%上調至0.13% 影響，港交所昨最
多曾挫12%，低見489.6元，收報509
元，跌8.781%。美銀的報告表示，港
交所去年業績強勁，但有關的積極因素
已被大量消化，故就算該所業務符預
期，也只維持其「中性」評級，目標價
提升14%至549元。
對於港府計劃上調股票印花稅率，美

銀認為，上調股票印花稅率對短期交投
的影響僅為中性，經紀可能會降低散戶
的佣金收費，以平衡效果。但長期來
看，交易成本增加將不利港交所擴大投
資者基礎。美銀續指，縱使港交所行政
總裁變更，但料不會令該所出現重大戰
略改變，美銀認為港交所今年最重要的
任務，是盡快發展衍生產品市場，因為
現時仍需獲批才能發行A股衍生產品。

高盛籲沽 目標價僅410元
高盛亦指出，港交所的盈利表現與該

行預期的一致，但仍只給予目標價410
元及「沽售」的評級。高盛表示，去年
第四季港交所收入勝預期，很大程度上
歸功於存託收益。存託收入往往在不同
季度受到季節性影響，反而港交所的成
本較高盛預期的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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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年賺115億全年派息$8.17同創新高
● 港交所
去年純利升
逾兩成，符
合 市 場 預
期。
資料圖片

事實上，港府自1998年4月開始，一直持續
降低股票印花稅，由當年的0.15%，降至

目前的0.1%，惟數據顯示（見表），股票印花
稅的調整，與港股的走勢及交投沒太大關聯。在
港股提高交易成本的同時，美國卻宣布將降低有
關交易收費，有搶客之嫌。美國證交會昨公告，
自2021年2月25日起，美國證交會規費（僅賣
出訂單收取）收費標準將由 0.00221%降至
0.00051%。
美銀報告指，上調股票印花稅率對港股短期的
交投，影響只為中性，經紀可能會降低散戶的佣
金收費。但長期來看，交易成本增加將不利於港
交所擴大投資者基礎。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社交
平台上表示「非常失望」，特別對一些依賴佣金
收入的中小型券商打擊更大。

過去經驗 調整稅率無礙大市
華興證券(香港)首席經濟學家兼首席策略分析
師龐溟則認為，本港上調印花稅後，買賣雙方合
計將繳納0.26%的印花稅，較A股按成交額的
0.1%單向徵收印花稅，以及其他主要市場的稅
率，港股市場印花稅的增幅不算太高。考慮到交
易成本和價格的彈性，他認為這措施對個人投資
者的交易意願或有一定影響，但對機構客戶的影
響相對有限。他指出，自1993年以來，港股印
花稅率由0.15%逐步減至0.1%，但每次調整稅率
後的數個月內，恒指由下跌44%到上漲30%不
等，可見印花稅率的調整，對大市的走勢關係不
大。
龐溟指出，縱使英國的股票印花稅率高達
0.5%，但當地金融市場依然是世界三大國際金
融中心之一。另外，實行複雜稅制的美國，其對
股息實行0%到20%的累進稅率，同時又將買賣
股票所得分為長短期兩大類別，對前者按照
0%、15%或20%的累進稅率徵收資本增值稅，
對後者則直接計入個人所得予以課稅普通入息課
稅。這種較為複雜的稅務安排，也未影響到美國
金融業的蓬勃發展。英美的情況也反映，印花稅
稅率並不是金融中心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大量資金抽離 成交破頂
不過，港府突然增加股票印花稅，仍為港股帶

來極大震盪。有證券經紀表示，港股昨日在破紀
錄成交下大跌，這並非好兆頭，明顯反映有大量
資金抽離觀望後市。龐溟指出，目前要等市場消
化加稅消息，資金尤其是「北水」在短期內只會
按兵不動，估計要待消息冷卻，港股企穩後才會
有資金跟進。
國指跟隨大市挫3.4%報11,509點，恒生科指
更大跌5.1%，收報9,360。科指成份股中，除同
程藝龍(0780)逆市升3.5%外，其餘全線跌。
科技股續受重創，美團(3690)大跌6.9%，騰訊
(0700)跌2.8%，阿里巴巴(9988)及小米(1810)各跌
2及4.5%，金山(3888)更挫逾13%。高息的公用
股逆市獲捧，中電(0002)及煤氣(0003)各升2.3及
1.7%，似為大市亮起「紅燈」。不過，《預算
案》提議向港人派發電子消費券，帶動餐飲及零
售股炒高，翠華(1314)大升12%，莎莎(0178)升
9.3%，國際家居零售(1373)升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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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調整印花稅後港股情況

●港股昨日以創新高成交額暴跌逾900點，反映資金大量抽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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