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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786億售加拿大滙豐
料稅前可賺444.6億 擬派特別息或回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中證監周一宣布在股權融
資方面調整優化五項措施支持房地
產市場，被解讀為支持房企融資的
「第三支箭」。植信投資首席經濟
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表示，近來
政策面給予房地產市場諸多支持，
為房企創造更多融資便利，下一
步，需要加大政策力度令房地產市
場的銷售回升。
對於「第三支箭」，平安證券指

出，新政允許符合條件的房地產企

業實施重組上市，允許房地產行業
上市公司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購買
涉房資產並配套融資，利於集團控
股母公司擁有土地資源的房企做大
做強，盤活集團未上市土儲；也有
助於提高優質企業併購積極性，在
負債可控的基礎上通過再融資收購
優質資產，同時補充擴充資本金實
現規模快速突破。

解決房企融資僅是第一步
然而，連平昨日在植信投資研究

院《第四期植信中國財富指數報
告》發布會上指出，並不是為房企
解決了融資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因
為金融對房企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
是有限的，不可能不顧任何風險。
若企業風險水平明顯上升，是沒有
金融機構會提供融資的，即便去發
債成本也非常高，而向股市融資難
度同樣很大。因此金融機構並不能
解決房企所有的流動性問題。
而當前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房企在市場上的銷售，銷售涉
及到回款，而回款所佔其資金來源
的比重高達約30%，回款所得再加
上金融支持，房企經營狀況才能真
正好轉。而事實上，疫情不但影響
了消費，也影響到房地產市場的運
行，房企銷售狀況也受到疫情的壓
制，因此下一階段還需要進一步加

大政策力度，設法令房地產市場銷
售回升。

需降低購房成本刺激銷售
據他觀察，今年以來，前半段的

樓市政策，多從銷售端入手，支持
個人購房，最近一段時間，一系列
政策主要意在支持房企。預計下一
階段政策面料續為房企鬆綁提供更
多有利條件，同時也會進一步增加
對個人購房的支持力度，以降低購
房成本、刺激銷售，例如貨幣當局
有可能出台一些結構性支持工具，
為購房者提供利率比較低的貸款，
進一步調低整體房地產按揭貸款利
率水平。隨着一系列政策落地，房
地產市場企穩條件正在不斷成熟，
如繼續從兩端入手，同時加大對房
企和購房者的支持，樓市有望在明
年二季度真正企穩回升。
此外，投資市場上「炒房」熱度

已顯著降溫。《第四期植信中國財
富指數報告》調研顯示，部分資金
實力較雄厚的受訪者對房地產市場
存在擔憂情緒，傾向出售不動產，
增加流動性資產比例。明確表示
2023年不會出售房地產變現的受訪
家庭比例已不足50%（實際數字為
48%）。在2,000萬元人民幣資產以
上的受訪家庭中，約60%表示2023
年可能會出售名下房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中證監周一宣布，在股權融資
方面調整優化五項措施，支持房地產
市場平穩健康發展。A股房地產板塊
昨日狂飆6%，近40隻個股掀漲停
潮。滬深大盤也順勢放量上攻。截至
收市，滬綜指報3,149點，漲71點或
2.31%；深成指報11,089點，漲259
點或2.4%；創業板指報2,339點，漲
1.78%。兩市共成交9,681億元（人
民幣，下同），較前日放大逾2,000
億；北向資金淨流入超98億元。
申萬宏源證券分析，作為「第三支

箭」，證監會時隔6年重新打開A股
房企股權融資，繼「第二支箭」債權
融資出台僅不到3周，表明了目前地
產政策的充分決心和強執行力。國金
證券亦指，「第三支箭」的快速落
地，為行業注入新的資金用於保交付
和防風險，對地產行業信心有明顯提
振，整體板塊估值將得以修復。特別
是母公司有優質涉房資產的房企、和
擁有併購重組邏輯的頭部央國企，有
望明顯受益。房地產板塊大幅高開
5%，盤中最多升7%，收市仍大漲逾
6%，113隻個股全線飄紅，38股飆
至漲停。

防控措施優化利旅遊酒店股
憧憬各地防控措施繼續優化，旅遊

酒店板塊前日拉升4%後，昨再暴漲
7%，桂林旅遊、雲南旅遊、中青
旅、張家界等11股漲停。

內房及內地餐飲消費股升幅顯著
內房股 昨收報 升幅

時代中國（1233） 1.38元 +13.11%

富力地產（2777） 2.03元 +12.78%

龍湖集團（0960） 23.1元 +11.33%

遠洋集團（3377） 0.99元 +10%

新城發展（1030） 3.8元 +9.51%

雅居樂（3383） 2.62元 +8.71%

綠景中國（0095） 1.24元 +7.83%

億達中國（3639） 1.27元 +7.63%

禹洲（1628） 0.36元 +7.46%

龍光集團（3380） 0.94元 +6.82%

越秀地產（0123） 9.80元 +6.06%

碧桂園（2007） 3.05元 +4.45%

美的置業（3990） 11.14元 +3.15%

內地餐飲消費股 昨收報 升幅

海倫司（9869） 12.36元 +18.39%

九毛九（9922） 17.46元 +14.12%

海底撈（6862） 16.56元 +12.04%

呷哺呷哺（0520） 6.88元 +8.52%

安踏體育（2020） 87.65元 +8.01%

蒙牛（2319） 33.05元 +6.1%

李寧（2331） 57.9元 +5.85%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港股勁升906點 小心炒高配股

專家：下一步需加大支持購房者

內
房
股
狂
飆
6%

A
股
全
線
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人
民日報》狠批核酸檢測亂象，國家衞
健委表明「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應
解盡解」，市場憧憬內地或放寬防控
措施，加之人民幣離岸價急升加持
下，港股昨在期指結算日再現報復式
反彈，幾乎全線藍籌皆升下，帶動恒
指重上萬八大關，收報18,204點，大
升906點或5.24%，成交1,668億元。
對於市場連日炒作內房板塊及內地優
化疫情防控措施消息，有分析提醒，
內地整個調整防疫政策過程或需時4至
5個月，意味效果需時顯現；而連環出
台撐內房政策雖或可助內房渡過短期
債務危機，但更重要的是留意企業本
身銷售數字有否改善。

華盛證券經紀部董事李偉傑表示，
港股昨反彈主要反映市場對內房消息
反應，加上人民幣離岸價明顯反彈，
有利大市氣氛轉趨活躍，但由於昨天
大市升勢較急，短線在18,400點或有
阻力。展望後市料在「一月效應」帶
動下，年底恒指有機會上望19,400至2
萬點水平。

上次內房股炒作 即有配股
對於內房板塊再度落鑊，他認為現

時市場對內房的信心不算很充足，主
因上一轉內房股見炒作時，就出現不
少內房配股動作，令有關板塊亦曾沉
寂一輪。而現時內房股在政策支持下
再見炒作，他指若再有融資活動，市

場或對內房再配股或回歸A股有更多想
法。他提醒，除了內地政策的消息
外，投資者亦需注意內房企每月銷售
能否做到按月回升，始終房企本業的
改善對其帶來的幫助更大。
內地近日疫情表現反覆，但市場仍

憧憬中央放寬防疫政策，美銀證券發
表報告，料疫情將無礙內地全面重啟
開放步伐，預期內地明年零售銷售將
顯著回升，連同基建開支帶動下，看
好內地明年全年經濟增長有望加快至
5.5%。
而在內地逐步恢復跟香港正常通關

下，或有望帶動本港零售銷售增長，
估計本港明年經濟增長3.1%，2024年
將進一步加快至4.5%。

內地調整防疫政策需時
美銀證券董事總經理兼大中華首席

經濟學家喬虹相信，內地整個調整防
疫政策過程或需時4至5個月，並帶動
內地經濟逐步增長。
不過她亦提醒，內地經濟可能在全

面重啟前進一步惡化。認為中央在進
一步放寬防疫政策前，不會大規模放
鬆貨幣及財政政策，包括大幅擴大財
政赤字及減息，預計明年1年期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會維持不變，以免過度寬
鬆。明年內地通脹或會保持在2%的低
水平。該行又預計人民幣在岸價年底
或貶至7.25算，明年則有望回升至7
算。

加拿大皇家銀行將悉數收購由加拿大滙豐
發行並由滙豐集團持有之優先股及未償

還後償債務，作價分別約8億美元和7億美
元。預期交易將於2023年底完成。滙控指
出，交易將會大大提升集團的價值。
交易對滙控集團的財務影響方面，估計獲

得除稅前利潤約 57 億美元(約444.6億港元)，
包括回收約6億美元貨幣換算儲備虧損。估計
出售所得的除稅前利潤，會通過將加拿大滙
豐的業績綜合計入公司財務報表以及於交易
完成時確認餘下利潤兩種方式合併確認。交
易完成時確認的利潤將無須課稅。

預計2024年初分派利潤
滙控指，集團的普通股權一級比率將較現

行資本計劃高出約 130 個基點，並繼續以自
2023年起平均有形股本回報至少達到12%為

目標，於2023及2024年的股息方針維持不
變，目標派息比率仍為50%（不包括出售利
潤）。董事會將積極考慮有機增長和投資的
機會，並通過派發一次性股息及／或股份回
購，將交易創造的額外富餘資本適量退還股
東。交易完成後，與其相關的任何分派現時
估計將於2024年初以後進行。
滙控指，考慮到加拿大滙豐的市場份額相

對較低、集團對擴展該行業務的投資能力，
以及於其他市場的發展機會，對滙控集團和
加拿大滙豐而言，最佳策略是將業務出售。
行政總裁祈耀年表示，加拿大滙豐是一家高
效和盈利的銀行，擁有卓越的領導和優秀的
員工。在對該業務進行深入檢討後決定出
售，當中評估了該行在加拿大的相對市場地
位，以及其在滙豐業務組合的策略適配，結
論是出售該業務可帶來重大價值提升。交易

對雙方都有策略意義，期待與加拿大皇家銀
行的領導團隊合作，確保客戶和員工能夠順
利過渡。

連環縮減美洲業務規模
加拿大滙豐是該國首要的國際銀行之一，

擁有超過130家分行及780,000個零售及工商
客戶。滙控原本持有HSBC Bank Canada的
100%股份，由商業銀行、個人資產運用、投
資銀行和市場服務四大部門組成。據其最新
財務業績，截至6月30日，其資產為1,250億
加元，約合920億美元，總股本為58億加
元。
HSBC Bank Canada在2022年上半年度的

稅前利益為4.9億加元。滙控近年已縮減美洲
規模，2021年5月宣布將退出美國的大眾市
場銀行業務。

滙控（0005）昨公布，向加拿大皇家銀行出售

旗下加拿大銀行業務，基本現金代價135億加元

(折合約 101億美元或約786億港元），估計獲得

除稅前利潤約57億美元(約444.6億港元)，董事會

將積極考慮，通過派發一次性股息或額外股份回

購，將交易創造的額外富餘資本適量退還股東。受

消息刺激，截至昨晚 9:40，滙控倫敦股價升

5.08%，折合報約48.09港元。至於昨日港股時

段，滙控收報46.25港元，升1.425%。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滙豐出售加拿大滙豐的影響
金額為美元

普通股股東應佔資產淨值(資產淨值參考日期為
2022年6月30日)

資產淨值變動(自2022年6月30日以來)

普通股股東應佔轉移資產淨值(於2022年9月30日)

預期於交易完成時支付之現金代價

67億美元

其他估計損益影響(包括交易成本及撇銷)

集團貨幣儲備回收

估計滙豐集團之除稅前出售利潤總額

估計普通股權一級之提升(基於滙豐集團及加拿大
滙豐於2022年9月30日之風險加權資產總值)

註：*( )為損失

估計損益*

36億美元

(2億美元)

34億美元

101億美元

(4億美元)

(6億美元)

57億美元

約130個基點

◆滙控（左圖）公布，將向加拿大皇家銀行出
售旗下加拿大銀行業務，交易預計在2023年底
完成。 資料圖片

◆港股昨在期指結算日再現報復式反彈。 中新社

◆連平表示，優化房產市場的下一
步需令銷售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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