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經 新 聞B1 ●責任編輯：樓華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62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

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

觀望氣氛濃 港股二萬六拉鋸

滙控擬斥156億回購 看好前景
上季稅前多賺76%勝預期 研是否恢復派季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年初提
出「重返亞洲」策略的滙控，上季所有地
區均錄得盈利，其中亞洲業務繼續作出最
大貢獻，期內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貢獻
33.03億美元，按年升近3.6%，不過期內
若單計香港區稅前盈利則按年跌6.5%至
17.72億美元。另外滙控管理層亦關注本
港與內地完全通關時間表，坦言目前進度
的確較之前預計慢。

所有地區均盈利 歐洲增長勁
若按地區劃分，上季歐洲列賬基準除稅前

利潤11.42億美元，按年急升12.6倍，按季
升近18%，為第二最大貢獻來源地。至於中
東及北非、北美洲上季業績，按年均轉虧
為盈，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分別為3.78億
美元及3.58億美元。期內拉丁美洲列賬基準
除稅前利潤為2.22億元，按年升逾1倍。
若按業務劃分，上季財富管理及個人銀
行經調整稅前盈利19億美元，按年升
32.1%，按季跌近2%。期內工商金融經調
整稅前盈利19.73億美元，按年升63.6%，
按季升27%。俗稱「炒房」的環球銀行及
資本市場經調整稅前盈利14.16億美元，
按年升13.5%，按季升4%。至於企業中心
經調整稅前盈利按年亦升39.7%。
對於香港至今仍未恢復完全通關，滙控
財務總監邵偉信認為，由於防疫措施，令
香港至今未能與內地市場接觸，料保險業
將較受直接影響，而疫情前向來有大量內
地旅客訪港，他坦言比起香港未能與其他
地區通關，香港未能與內地通關對其他行
業帶來的影響更大，但他相信兩地將會循
序漸進地恢復通關。

對「紅檔」內房商無直接信貸風險
滙控在業績中特別提到，近期市場波

動，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資者對中國房地產
行業近期的震盪可能波及內地其他行業、
甚至全球經濟感到憂慮，不過根據中國政
府用作規管房地產行業的「三條紅線」，
截至今年9月底，該行對「紅檔」發展商
並無直接的信貸風險承擔，對「橙檔」客
戶的風險承擔亦屬有限，該行指將會繼續
密切監察事態發展，並於有需要時採取緩
減行動。
另外，前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接

任恒生銀行（0011）董事兼行政總裁後，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一職至今仍未有正式
人選，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回應指，目前
正尋找適合人選，現階段沒有消息宣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本周迎來藍籌業
績潮，將有港交所(0388)及四大內銀等多隻藍籌公
布季績，加上期指結算日子臨近，港股觀望氣氛
濃厚，表現牛皮，恒指昨日跌穿26,000點後有支
持。恒指昨日低開106點之後，最低曾見25,929點
全日低位，曾挫197點；午後市況反彈，最多曾升
85點，見26,212點全日高位，惟臨近收市升幅逐
步收窄，恒指昨日收報26,132點，升5點，大市成
交額1,112億元。

內房股受壓 新能源股受捧
受到內地將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影響，內房股昨日下挫，佳兆業(1638)跌11.4%，
收報1.47元，禹洲集團(1628)挫近7%、恒大集團

(3333)則跌0.7%。此外，物管股亦受到拖累，寶龍
商業管理(9909)跌 3.6%，融創服務(1516)則插
5.3%。
另一方面，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昨日撰文指

出，將會加快推進大型風電、光伏基地建設。受
消息刺激，新能源股份向好，東方電氣(1072)升
10.7%；哈爾濱電氣(1133)漲近7.9%；龍源電力
(0916)則升8.5%。

北水淨流入19億 快手彈6%
多隻股份獲北水力捧，快手(1024)昨日獲大手加

倉，錄得19億元淨流入，帶動股價彈5.7%，至於
美團(3690)及港交所(0388)亦各錄得逾4億元淨買
盤。

對於後市看法，信達國際研究部助理經理陳樂
怡昨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市況以拉鋸為主，
投資者入市意慾不太積極。而近期與監管相關消
息就有改善，人行早前亦表示恒大集團的債務問
題只屬個別風險，不構成系統性風險。不過，她
認為內房股仍面對不少潛在風險，例如房地產稅
出台或會打擊樓價。

後市視乎重磅股業績表現
短期市況來看，陳樂怡表示近期會有不少重磅

股公布業績，例如港交所和平保(2318)等，或會左
右大市走勢，惟她相信市況難以在短期內重上9月
份近26,500點的高位。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則認為，整

個大市將漸受即月期指轉倉及結算等相關活動主
導，只要恒指仍能續穩守於10天線（約25,609
點）之上，技術上大市仍有機會進一步反彈。

●港股昨表現反覆，成交額1,112億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滙控(0005)昨
日公布第三季業績，列賬基準稅前盈利大增
76%至54.03億美元，勝過市場預期，績後獲
大行調升目標價。滙控昨日中午公布季績，股
價隨即受到刺激向上，最高曾見47.35元，曾
升1.8%，惟收市前升幅逐步收窄，收報46.7
元，升0.4%；滙控昨於倫敦股價炒上，中段曾
高見442.75便士，較港收市升1.4%。

摩通：營運表現優於預期
摩根大通昨日發表報告指出，雖然滙控收入

稍為遜預期，但營運開支及信貸風險成本表現
則優於預期，而且淨利息收入及非利息收入皆
錄得增長，令到盈利表現大幅好於預期。該行
預期受到季績理想刺激，滙控股價反應將正

面，加上滙控公布20億美元回購計劃，摩根大
通估計明年將會有進一步回購行動，故此對滙
控評級為「增持」，目標價52元。

花旗：回撥可升資本水平
另一方面，花旗亦發表報告指，受惠於成本

及信貸撥備表現好於預期，滙控經調整除稅前
溢利高於該行及市場預期的23%，而且收入和
營運成本表現亦好於預期。而且滙控管理層亦
預期全年錄得回撥，有助資本水平提升，該行
同時預示明年將會有更多回購，所以花旗對滙
控評級為「買入」，目標價53元。

大摩：上調每股盈利預測
此外，摩根士丹利亦發表報告稱，將滙控目

標價由48元升至50元，維持「與大市同步」評
級。而且，摩根士丹利將滙控今、明兩年每股
盈利預測上調7%及4%，主要受惠於預期信貸
減值少，以及英國加息步伐較快，帶動淨利息
收入表現所致。該行又認為滙控宣布20億美元
回購計劃，以及預期英倫銀行宣布加息，將成
為滙控短期內股價上升動力。

高盛：維持「買入」目標61元
另一大行高盛則認為，滙控於今年第三

季撥備前營運溢利，較市場預期為好，而
且滙控的資本水平亦較預期理想，加上公
布回購計劃，均為利好滙控的消息，故此
高盛維持予滙控「買入」評級，目標價為
61元。

績後大行唱好 倫敦股價升

滙控第3季列賬基準收入按年升0.71%至120.12億美元，
期內經調整收入按年跌1.4%至122.01億美元。期內股

東應佔利潤按年大升1.6倍至35.43億美元。季內列賬基準預
期信貸損失錄得撥回淨額7億美元，至於去年第3季則有8億
美元提撥，反映經濟狀況保持穩定，以及信貸表現較預期
好。
而至9月底止，淨利息收益率1.19厘，按年及按季均收窄1
個基點。至於資本狀況方面，同樣至9月底止，普通股權一級
資本比率15.9%，按季上升30個基點，反映風險加權資產減
少，但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扣除預期股息後減少，抵銷部分影
響。

祈耀年：已走出近數季谷底
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昨表示，該行第三季業績良好，利潤

在信貸準備進一步撥回帶動下強勁增長，雖然對外圍風險環
境前景保持審慎，但相信集團已走出最近數季谷底，而基於
對前景的信心，加上集團資本實力雄厚，決定斥資最多20億
美元回購股份，並預期將於短期內展開。

邵偉信：明年可能繼續回購
財務總監邵偉信補充，雖然年初曾表示短期無意考慮回
購，但受惠預期信貸損失較少，目前資本水平好過預期，故
作出回購決定。他又指，如果日後未能找到合適投資機會，
會繼續善用多餘資本，不排除明年繼續回購，並擬於明年底
前將普通股權一級比率維持於14%至14.5%的正常目標。
至於派息方面，滙控今年股息派付比率目標為列賬基準每

股普通股盈利40%至55%。邵偉信估計，今年派息率或在範
圍下限，但重申如果有多餘資本會用於回購，而非增加派
息。

併購安盛新加坡業務近完成
滙控早前亦預告有意作出小型收購，邵偉信昨指該行已接
近完成併購安盛的新加坡業務，涉資約5億美元，他又指未
來會繼續尋找併購機會，潛在目標價值約20億美元。祈耀年
補充，潛在收購目標旨在強化集團財富管理的分銷和產品設
計能力，地區則集中在亞洲。

英最快下月加息 利好收入
展望未來，邵偉信看好未來收入前景更趨樂觀，該行預期
英國最快下個月加息，至明年底最多或加息3次，並預計英
國每加息0.25厘，將為該行增加5億美元收入，至於港元拆
息每升0.25厘，則料可提升3.5億美元收入，但由於港息跟
隨美息走勢，料短期內難見港元拆息大升，不過則藉貸款增

長推高淨利息收入。
滙控今年首3季均錄得預期信貸損失淨撥回，
該行預料今季亦有機會再錄得小量撥回淨額，

邵偉信則透露該行於去年增撥的第一級及
第二級預期信貸損失準備中，目前尚餘

大約12億美元，意味釋放撥備有
望延續至明年上半年，至明年
下半年預期信貸損失準備才會
返回平均貸款30至40個基點的
中期目標正常範圍。

滙控第3季業績撮要
項目
列賬基準收入
列賬基準稅前
利潤
股東應佔利潤
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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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億元

54.03億元

35.43億元
0.18元

15.9%

21.3%

按年變幅
+0.71%

+75.76%

+160.71%
+157.14%

+0.3個百分點

+0.1個百分點

亞
洲
貢
獻
最
大

香
港
區
稅
前
盈
利
則
跌
6.5%

受惠預期信貸損失錄得撥回淨額，滙控

（0005）上季列賬基準除稅前盈利按年升

75.76%至54.03億美元，遠勝市場預期。

滙控亦擬短期內展開最多20億美元

（約156億港元）的回購股票計

劃，不過一如預期未有派季

息，該行將會於明年2月公

布全年業績時或之前，審視是

否恢復派付季度股息。管理層昨

出席業績會時再大派定心丸指，集團

已走出最近數季谷底，未來收入前景更

趨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邵偉信

滙控第3季
按環球業務列示業績
經調整除
稅前利潤
財富管理及
個人銀行
工商金融
環球銀行及
資本市場
企業中心

金額
(美元)

19億元

19.73億元

14.16億元

7.07億元

按年
變幅

+32.1%

+63.6%

+13.5%

+39.7%

滙控第3季
按地區列示業績

列賬基準
除稅前利潤

歐洲

亞洲

中東及北非

北美洲

拉丁美洲

製表：記者馬翠媚

金額
(美元)

11.42億元

33.03億元

3.78億元

3.58億元

2.22億元

按年
變幅

+1260%

+3.6%

扭虧為盈

扭虧為盈

+101.8%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馬經

●祈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