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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此前取消派發

第4次股息，引發投資

者強烈不滿。小股東指

滙控違背對投資者的承

諾及多年來的恒常做

法，嚴重違反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滙控小

股東大聯盟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滙控雖然是英資企業，但從它發跡、壯

大，一直與中國市場密不可分。滙豐作為跨

國金融機構，但盈利主要來自內地及香港。

一間賺盡中國人錢的銀行，竟然因為英國金

融管理部門一句不准派息，令靠股息過活的

投資者及香港小股東，拿着股票打水漂。

英國金管局的野蠻行為讓香港人明白，

英國從來當香港是一隻生金蛋的雞，他們眼

中只有金蛋。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維護投資者及小股東的利益、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在英國金管局眼中，什麼都不

是。如今英國經濟陷入困境、火燒後欄，唯

有拿香港小股東的錢救火。

號稱民主自由的英國，不斷打着人權、

民主、自由旗號，對回歸後的香港指指點

點，實質是經過包裝的海盜，連放入小

股東口袋的紅利，都可以硬搶。

在香港舉着龍獅旗通街走的人，要求英

國介入香港事務的人，該清醒了吧！賺錢才

是英國的最終目的。幻想拿着BNO就是“英

國人”的香港人，大難當前，人家只會視

BNO為旅遊證件，不受領事保護，因為你是

中國人。

梁振英籲建真正的“香港銀行”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6

日以“真正屬於香港的Hong Kong Bank”為

題於Facebook撰文：

如果經濟是人的身體，金融市場就是身

體的血液循環系統，而銀行業就是循環系統

中的心臟。心臟不能外露，不能由外人操

控，心臟出事，都不是小事，這是常識，銀

行亦然，這是我在出任香港行政長官前在新

加坡的星展銀行當了幾年非執董的體會。

滙豐的主要利潤在香港、中國內地和其

他亞洲市場，但聽命於英國政府，連承諾好

的派息也可以取消。滙豐經過這麼多年還沒

有培養出一個香港人可以坐在倫敦總部大樓

裏面做高管，更沒有一個香港人的執董，算

是什麼一回事？某些英國人當香港人“冇

到”（無視香港人）、“奉旨”和予取予

攜，莫此為甚。

假情假意不信滙豐會回遷
5年前滙豐在銀行稅一事上向英國政府

耍手段，說要“研究”回遷香港，我找滙豐

高層面談，說若是回遷，我作為香港行政長

官，歡迎，但不要用香港“過橋”，因為我

不相信滙豐高層真的有意回遷，如果在搞完

一輪研究之後，再以這樣那樣的理由將香港

比下去，繼續留在倫敦，這種假情假意對香

港不公道。“研究”的結局果然如是。我們

還要單戀滙豐嗎？我們還有自尊嗎？我們還

要為香港的長遠發展着想嗎？

現在又有人放風說回遷，這又是在耍假

情假意的手段，意圖轉移不派息的視線。我

不相信滙豐會回遷，因為滙豐在倫敦的高層

不會願意把家搬來香港，英國政府也不會讓

滙豐離開英國，人家絕對沒有我們“來去自

由”的大方大量。

倡官民合辦新發鈔行
我們應該買下滙豐嗎？就算有這個錢，

也不要買，因為滙豐在英國的高層目前還不

會為我們中國人打工；渣打，同理。

滙豐不回遷，我們不買，剩下的第三條

路就是利用中國的龐大市場、結合香港的監

管和人才，以疫後的振興經濟工作為切入

點，我們在香港官民合辦一家以香港為總部

的國際級銀行，並賦予發鈔權，做一家名實

相 符 的 香 港 銀 行 （The Hong Kong

Bank），中環郵政總局和旁邊相連的空地可

以直接批給這家銀行，不必招標，地價作為

政府股本一部分。過去不斷有人建議說香港

要辦一個類似主權基金的政府投資機構，辦

“香港銀行”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全。

回歸之後，英國朝野經常有人在政治和

經濟問題上打香港牌，我們不能只是招架而

不還手，滙豐和香港、英國的三角關係是一

個題目。

星展銀行的大股東是新加坡政府的主權

基金，而新加坡已經取代香港成為世界最自

由經濟體，我們自己辦“香港銀行”，不要

怕外國人說三道四。

最後，滙豐取消派息，我認為香港和內

地的股東們吵吵嚷嚷沒有用，而打官司是

“拳頭在近，官府在遠”的事，眼前倒有兩

件事可以馬上做，以表示我們的不悅，一是

兩位在滙控的香港人非執董辭職；二是我們

在香港和內地的業務上杯葛滙豐。

獅 王 隕 落
大公報記者 戴經文

除淨不派息 散戶狠批匯控騙子

滙豐1865年在香港起家，過往的派息記

錄穩定，因而受到大量本地小股民的信任和

追捧，黃女士即為其中一人。她原本持有1

萬股滙控，股價除淨前再購入1萬股，打算

作為收息之用。誰料滙控在除淨之後“彈弓

手”，令她大失預算，要另行設法支付下月

到期的大約5萬元（港元，下同）保費。她

形容不派息的消息恍如“晴天霹靂”，質疑

滙控“直頭欺騙小股東”。

“無合約精神 憑啥信你”
滙控將股價除淨但不派息，另一名小股

東李女士狠批銀行“與騙子無分別”，質問

滙控“有沒有合約精神？有沒有承擔？日後

憑啥信你？”李女士將其退休金用來購買滙

控，打算靠股息養老過活。

一眾受影響的小股東組成“滙豐小股東

權益大聯盟”，促請滙控重新考慮一個能兼

顧社會責任和股東利益的平衡方案。大聯盟

自4月2日成立，短短數日已有逾3千名股東

加入，包括機構投資者、家族信託、專業投

資者和小股東，持有的股份數量合計接近

2%。

大聯盟的其中一項目標是匯集5%股

份，以達到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的門檻，要求

滙控管理層積極回應訴求。

大聯盟又提出其他3項訴求，包括保留

以股代息選項、削減銀行管理層薪酬及委任

香港小股東進入董事局（見表）。大聯盟促

請滙控在7日內回覆或透過書面公開回應，

否則會考慮將行動升級，惟暫時不便透露。

要求小股東入董事局
至於會否選擇與滙控對簿公堂，大聯盟

發起人之一呂宇健表示，現已委託律師展開

初步研究，但指入稟法院並非當務之急，因

為大聯盟與滙控並非站在對立面。除了中國

香港的小股東，大聯盟亦收到其他地區投資

者的查詢，包括英國、日本和中國內地等

地。

滙豐發言人回覆查詢時，重申集團行政

總裁祈耀年上周在公開信中的立場，未有補

充。

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大聯盟的社

交網頁留言，認為滙控董事局在英倫銀行施

壓下決定取消2019年第4次股息並沒有違

法，建議不要浪費金錢採取法律行動。

投資者若因暫停股息而面對現金流問

題，David Webb建議可考慮沽出部分滙控

股票，若每持有24股沽出1股，所得現金相

等於被取消的股息。

他續說，滙控現時保留盈利，將來仍會

恢復派息及回購股份，資金並不會消失，仍

會在滙控股東手上。

滙控暫停派息事件表
2月18日

滙控公布2019全年業績，宣布派第

4次股息，每股普通股0.21美元，定

於4月14日派發

2月27日

因應派息決定，滙控股價除淨

4月1日

滙控突然發出通告，宣稱因應英國

監管機構要求，將取消2019年度第

4次股息；2020年底前也會暫停派

息

4月2日

“滙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成立，

促請滙控妥善處理事件

4月3日

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向香港投資者

發公開信，重申銀行立場

4月6日

大聯盟召開記者會，批評滙控的做

法損害小股東權益，促請滙控在7日

內回應訴求或公開書面回應

大公報製表

大聯盟四項目標及建議
1.

2.

3.

4.

大公報製表

冀集合足夠股份數量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要求管理層積極回應訴求

滙控即使不派發現金股息，應保留“以股代息”選項

建議滙控削減管理層薪酬，及停發董事袍金最少一年

委任香港小股東代表進入董事局

6060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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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 3月 4月

2月14日高位
59.65港元

4月3日低位
37.9港元

6日收報
38.95港元
回升2.77%

滙豐控股以受制於英國監管機構為由，突然取消已承諾派發的2019年

末期息，嚴重損害銀行在香港小股民眼中的形象。多名小股東斥責滙控

“似賊”、“無誠信”、“同騙子無分別”，又提出4項訴求，冀銀行7日

內回覆，否則計劃將行動升級，追討權益。

大聯盟提四項訴求 限七日內公開回應

透視鏡

蔡樹文

財金界言論表

香港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劉怡翔

香港金管局

前總裁任志剛

香港金融服務界

議員張華峰

滙豐小股東

權益大聯盟

獨立股評人

David Webb

大公報製表

明白滙控取消派息影響香港投資者，但情況與英倫銀行監

管機構相關，金管局等會與海外的對口單位保持聯絡，當

局不會公開評論個別情況

對英國監管機構叫停銀行派息以應對經濟危機的做法感困

惑，坦言滙控突然不派息，投資者一定有意見，但非常時

期、非常措施可以理解，但認為滙控總部應搬返香港

滙控取消派息令股民蒙受巨大損失，亦傷透股民的心，希

望金管局代小股東向滙控表達收回取消派息的決定

要求滙控以股代息，並建議高層薪酬作出調整，停發董事

袍金最少一年；同時委任小股東代表入局，以進行監察

滙控停派股息屬其法定範疇權力，希望股東不要浪費金錢

去進行法律行動

【大公報訊】滙控突然停派股息，

香港現任及前任政府財金官員先後開腔

回應。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

翔表示，明白滙控取消派息影響香港投

資者，但指事件與英倫銀行等英國監管

機構相關，香港金管局等會與海外的對

口單位保持聯絡，惟當局不會公開評論

個別情況。

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接受傳媒

訪問時說，對英國監管機構突然叫停銀

行派息，以應對經濟危機的做法令人費

解，因為有更佳辦法，例如可透過調控

資本充足比率、流動資金、槓桿等方

式，鼓勵銀行支持實體經濟。如非必

要，他認為毋須“用這些手段”。

滙控去年絕大部分稅前盈利來自亞

太區，而集團總部則設於英國。任志剛

不點名說，既然子公司“養起”母公

司，其總部應該遷回香港，原因之一是

“它無照顧香港現在股東利益”。他說

自己持有盈富基金股份，是滙控的間接

投資者。

因着任志剛的相關言論，“滙豐小

股東權益大聯盟”6日公開邀請他加入擔

任顧問，期望有助提升行動的公信力。

代表香港金融服務界的立法會議員張華

峰亦說，關注滙控取消派息的決定，將

令股民“蒙受巨大損失”，亦傷透股民

的心，希望金管局可代小股東發聲，向

滙控表達收回取消派息的決定。

任志剛：既可養起母企 總部應遷回港

滙控近日股價走勢滙控近日股價走勢

滙控事件 看清英國真面目

【大公報訊】一眾券商繼續看淡滙

控前景，指受全球低息環境下，滙控收

入面臨壓力，紛紛下調其目標價。摩根

大通發表報告，重申對滙控“中性”投

資評級，下調其目標價30%，由60港

元降至42港元，料滙控今年股本回報率

為7%，資本成本9.5%，現股價相當於今

年預測市帳率0.82倍，認為其股價上行空

間有限。

摩通表示，下調對滙控今年每股經

調整盈利預測46.3%，由原來0.67美元降

至0.36元美元，而明年每股經調整盈利預

測亦遭下調17.1%，由原來0.7美元降至

0.58美元。該行估計滙控於今年不派息，

估計其2021年及2022年每股股息均為0.51

美元。

國泰君安預料派息在疫後恢復
國泰君安證券亦預期，在新冠肺炎

疫情得以控制後，滙控將會恢復正常的

普通股派息政策，下調公司目標價由

69.98港元降至50.81港元，對應2020年及

2021年市盈率分別是15.4倍及13.4倍，今

明兩年的預測市帳率均為0.8倍，維持對

公司“收集”投資評級。該行料滙控於

2020、2021及2022年的每股派息分別為

0.21美元、0.51美元及0.51美元。

該行指考慮到新冠肺炎的負面影

響、全球經濟增長下滑壓力加大、美聯

儲利率下調、全球貿易摩擦的不確定

性、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英國脫歐等問

題，預計滙控盈利能力在2020年將較

弱。該行預計公司2020年、2021年及

2022年的每股盈利分別為0.424美元、

0.490美元和0.609美元，分別按年上漲

43.3%、15.6%和24.3%。

低息損收入 摩通削滙控目標價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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