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行溢利279億增長58%

一二月新增貸款200億遜預期

農行賺1219億增28%
中國農業銀行（01288）公布去年純

利增長28.5%至1219.27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市場預期為低，其中第四季純
利更按季大幅倒退37.9%至 211.7億元。
副行長潘功勝昨日於記者會上解釋，主要
是該行對宏觀環境審慎，及內地監管要求
等作出更多撥備所致，並強調有關增長速
度並不低。他又透露，該行今年首兩個月
的貸款仍按年增長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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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貿易網站遭黑客攻擊
繼港交所（00388）網站《披露易》被黑客入侵後，金

銀業貿易場及轄下多家金銀電子交易商網站及電腦系統，近
期亦遭受有組織的黑客攻擊及勒索。有關方面上周五報警求
助，而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已介入跟進，據悉目前未
有任何人士被捕。

貿易場聲明表示，譴責黑客的行為，他們的攻擊對貿易
場及成員做成一定影響及滋擾，已引致交易市場訊息混亂，
亦出現不尋常的電子買賣，可能令公眾人士蒙受損失，但重
申沒有公司因黑客滋擾事件導致業務停頓。

據了解，黑客透過向交易商網站發放大量垃圾電郵，令
有關系統無法運作。其中一家交易商上月更收到黑客的匿名
電郵，聲稱已入侵其電腦系統，要求支付10萬元人民幣，
其後揭發最少7家交易商遭勒索。黑客聲言若不支付款項，
將再度癱瘓網站。

味千內地業務負增長6%
味千中國（00538）去年中發生骨湯造假事件，爆發企

業管治及信心危機，痛定思痛，集團今年會以 「重塑品牌」
為首要任務。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潘慰昨日表示，業務仍未
完全恢復，內地同店銷售仍處負數，期望下半年可回升。

潘慰形容，發生骨湯事件便好像生病一樣，是遲早的問
題，直言對於只有十來歲的味千來說，事件不是偶然而是必
然，在汲取經驗及教訓後，明白要以如履薄冰的恣態管控企
業，需要小心經營。

去年7月骨湯事件後，味千內地佔店舖8至9月份銷售
急跌 35%至 40%，拖累全年內地同店銷售錄得負增長 6%。
首席財務總監劉家豪指出，今年初內地同店銷售情況已有改
善，期望今年可有雙位數增長。他補充說，今年預算資本開
支為5億元，當中2.8億用於4個新生產廠房。

常務總裁尹一兵表示，將重新裝修及改變店舖形象，同
時加強優化產品及宣傳力度。他續說，今年廣告支出將佔總
收入 1.5%，未來會逐步提高，又提到按照集團 5 年規劃，
2012年底店舖數目增加100間至762間，2013年至2014維持
總數達1000間目標。

味千中國2011 年股東應佔溢利為3.5 億元，跌21.8%，
毛利率跌至67.8%，董事會建議末期息每股2.28仙，另派特
別息每股9.5仙。該股昨日低見10.54元，收報10.58元，逆
市跌2.4%。

中國進出口銀行昨宣布，計劃在港發行最多 40
億元人民幣債券，發行對象僅為機構投資者，債券分
兩年及三年期，票面息率將以金管局管理的中央結算
系統（CMU），以投標形式訂價，目前已展開路演
推介，下周五（30日）進行招標。

是次人債發行及交存代理交銀香港透露，進出口
銀行計劃與金管局進行磋商，希望讓該行發行的人債
，納入成為本地持債銀行計算人民幣流動資產比率的
組成部分。金管局回應稱，將會適時考慮。

交銀香港環球金融市場部總經理張衛中表示，進
出口銀行在離岸發債的存量不多，對上一次於 2010
年在港發行50億元人民幣債券，以至04年發行40億

美元債券，但在內地的發債量高達 8874 億元人民幣
。他認為，商業銀行可透過存款吸納資金營運，但政
策性國家銀行則主要透過發債融資，故具有很高的流
通性。雖然現階段難以預期會否成事，但對發行人
、本港債券市場及持債銀行而言均有利，形成三贏
局面。

被問及是次債券中標息率的推測，張衛中認為，
進出口銀行 2010 年發行的 3 年期債券，將於明年底
到期，目前二手市場的息率介乎 2.4 至 2.5 厘。至於
農發行1月發行的2年期債券，二手市場息率為2.85
厘，換言之是次兩年期債息介乎介乎2.4至2.85厘機
會較高。

內地今年首兩個月新增貸款未如市場預期，董
事長蔣超良解釋，主要受到春節影響，以及天氣仍
然寒冷，令部分項目延遲開工。此外，外圍經濟不
景，亦影響內地貿易企業，故貸款出現放緩。但他
相信，內地經濟增長依然強勁，受惠城鎮化、 「十
二五」規劃推動，內銀仍可繼續受惠。

農行去年貸款增長 13.6%，其中小微企業貸款
增長更高達 24.8%。潘功勝表示，今年將會繼續拓
展小微貸款業務，相信今年增幅仍高於整體貸款增
幅，而該行今年首兩個月貸款表現，亦較去年同期
增加200億元。

不良貸款率減至1.55%
去年農行資產減值損失增加 47.9%至 642.25 億

元，其中貸款減值損失 621 億元，按年增加 185.64
億元。農行表示，是由於該行考慮宏觀環境方面的
不確定因素，審慎評估經營風險，繼續加大貸款減
值準備組合計提的力度，撥備覆蓋率持續提高至
263.1%。其他資產減值損失 21.25 億元，按年增加
22.49億元。農行不良貸款率由2010年的2.03%，改
善至 2011 年的 1.55%，貸款總額準備金率由 3.4%升
至4.08%。

年內淨息差上升 0.28 個百分點至 2.85%。潘功
勝預期，內地銀行的淨息差整體維持平穩，因正負
因素同時存在，例如存款成本上升，貸款收益上升
空間有限，但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亦會對銀行有
利。

目前未有融資計劃
此外，該行貸存比率為 58.5%，仍可有上升空

間，加上該行投資於高息債的比例，較同業為低，
亦有上升水平，故該行於淨息差方面較同業仍有優
勢。至於利率市場化對銀行的影響，蔣超良表示，

若利率市場化，雖然可對內銀的利潤能力有幫助
，但對淨息差可能會產生下行壓力，農行亦難以避
免。

去年年底，農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及資本充足
率分別為9.5%及11.94%，雖按年有所下跌，但與去
年第三季度的 9.36%及 11.85%相比，實有改善。潘
功勝表示，資本充足比率有所改善，主要由於該行
於期內發行次級債，加上前三季度的資本比率按派
息比率 40%計算，但最終派息水平為 35%，故資本
水平有所上升。他又指，該行資本水平於同業中仍
處高水平，目前未有融資計劃。

被問及派息政策，蔣超良表示，該行會保持上
市的承諾，即上市後三年派息率維持 35%至 50%之
間。去年農行每股基本盈利為0.38元，派每股末期
股息0.1315元，截止過戶日期為2012年6月13日。

作為首間發盈喜的內銀，民生銀行（01988）的業
績昨日正式揭盅。截至 2011 年年底，錄得股東應佔
溢利279.2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58.8%，相
對2010年同期有超過10個百分點的攀升。每股盈利
1.05元，該行擬派現金股息，為每10股派3元現金股
息。該行董事會並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方案，冀今年中
期派發的現金分紅比例不低於上半年淨利潤的20%。

民行純利持續上揚，各項財務數據亦有提升。資
本充足率及撥備覆蓋率錄得 「雙升」，分別為
10.86%及357.29%，按年增加0.42個及86.84個百分點
。不過，核心資本充足率則按年下跌0.2個百分點，
至7.87%，該行早前已募集資金補充核心資本。

淨息差有明顯改善
期內，淨息差有明顯改善。由於加息因素、業務

機構調整及資金業務利差提高，去年錄得淨息差為
3.14%，較2010年同期的2.94%有0.2個百分點提升。

得益於淨息差的提升和生息資產規模的擴大，民
行實現營業收入 823.68 億元，同比增加 276 億元或
50.39%。其中，淨利息收入為 648.21 億元，按年升
41.3%；淨非利息收入為 175.47 億元，按年升 97.3%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為151億元，按年升82.1億元
。董事長董文標於業績報告指出，淨非利息收入大幅
增長，佔整體收入比重達21.3%，高踞內銀前列。

董文標又提到，該行推行戰略轉型後，其特色銀
行建設有重大進展，客戶特色、收入特色及業務特色
逐步形成。民營企業、小微企業和零售高端客戶成為
該行的主要客戶群體。截至去年底，民企一般貸款餘
額佔該行全部貸款餘額的40.4%；而小微企業的貸款
（即 「商貸通」）餘額則佔比達19.4%。

期內，民行的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均突破兩萬億
元大關。其中，資產總額為 2.23 萬億元，按年增
22.2%；負債總額為2.1萬億元，按年增21.9%。貸款
和墊款總額1.2萬億元，增幅13.96%；客戶存款總額
1.64億元，增幅16%。作為該行戰略業務的 「商貸通
」，貸款餘額為2324.95億元，按年增長46.2%。

冠捷純利倒退近29%
歐美經濟疲弱，市場需求減弱，致使液晶體電視業務大

幅虧損，冠捷（00903）去年純利錄得1.2億美元（下同），
按年倒退 28.9%，每股盈利降至 5.13 美仙，末期息每股派
0.91美仙。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宣建生昨認為，隨着全球經
濟好轉，個人電腦監視器及液晶體電視需求有望回升，目標
兩者每年付運可各增逾300萬台。他對今年首季訂單感到滿
意，並相信電視業務可扭虧為盈。

業績報告顯示，冠捷去年營業額達到110.4億元，按年
減少 5.1%。其中，個人電腦監視器佔約 60.8 億元，下跌
3.5%。付運量從5650萬台，上升至5910萬台，平均銷售顯
著下跌，抵押付運增加的正面效益，經營溢利僅升 0.6%至
1.68億元。

至於液晶體電視方面，去年付運減少 8.5%至 1270 萬台
，令收入下跌7.9%至37.22億元。期內新廠房及增加研發等
開支，令其由盈利1700萬元，倒退至虧損5680萬元。

宣建生於業績發報會上揚言，由於歐美經濟趨向好轉，
有信心今年經營市場比去年為佳。其中，電腦監視器今年的
銷售目標，可望由去年6000萬台，提高至6300萬台，並以
每年增加200至300萬台的目標推進。至於液晶體電視產品
，去年取得飛利浦在內地的分銷權，雙方的合作將於今年第
二季正式展開，連同新客戶計算，相信今年的銷售量，可由
去年1300萬台增加至1700萬台，而未來每年的增長目標約
300萬台。

受歐債危機影響，恒生（00011）
去年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的除稅前
溢利下跌16%。雖然今年環球經濟仍未
明朗，但恒生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
主管陳力生昨表示，未來將大力發展財
富管理業務，目標於三年內，有關業務
收入可增長50%。他又透露，零售銀行
短期內進行工序減省，將人手調配至前
線工作，以加強服務。

現時恒生整個零售銀行的稅後盈利
中，約有40%來自財富管理業務的貢獻
。陳力生表示，現時本港一半的成年人
持有恒生戶口，但該行未來仍會積極吸
納新客戶，如加強品牌的宣傳、服務質
素及推出新產品等。他續稱，今年首三
個月整個零售銀行業務的表現符合預期
，若經濟環境保持現況，期望業務今年
可回復正增長。

他表示，現時資金成本較去年尾有
所下降，但坦言壓力仍在。至於近期按
息出現下調，他認為屬短暫情況，因為
銀行希望趁樓市交投活躍時，於年初吸
納更多生意，但指按息再下調的空間有
限。恒生不會帶頭減價，但會保持按息
具競爭力，及於按揭市場佔領先地位。

為加強前線服務質素，陳力生透露
，將於短期內進行工序減省，料兩個月
完成，但強調不希望因為資源調配令人
手減少，現時恒生零售銀行的員工約
4800名。

此外，恒生發言人證實，中國證監
會已批准該行旗下恒生證券與廣州證券
，成立首間於CEPA協議下的合資證券
投資諮詢公司。合資公司名為廣州廣證
恒生證券投資諮詢公司，恒生的股權比
例將為33%，符合CEPA補充協議六規
定，而廣州證券則佔合資股本67%。

奚國華任中移動董事長
中移動（00941）正式宣布，董事長王建宙因年齡原因

，不再擔任母公司兼上市公司董事長職務，並一如市場估計
，因奚國華接任，即日起生效。同時，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
辛凡非因工作變動，亦已辭任。

吉利汽車（00175）公布，去年股東應佔純利
15.43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12.8%，擬派末期
息每股0.028元。首席財務官李東輝昨在業績記者會
上表示，今年的生產及銷售目標為
46 萬輛，較去年升 9%，稍高於中汽
協預測全國4%至5%的增長水平。

期內，營業額 209.6 億元，累售
42.1 萬輛轎車，同比增 1%，其中中
國市場銷量為 38.2 萬輛，同比跌 3%
，主要原因是舊型號的小型汽車銷量
下降。李東輝指出，去年外銷量增長
近倍，佔總銷量 9%，今年首兩月外
銷量增速更高達2倍，相信今年的出
口銷售佔比可升至13至15%。

他續稱，今年首兩月汽車銷量與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較高檔汽車 「帝豪」增速
較快， 「全球鷹」及 「英倫汽車」銷量則下跌。吉利
對今年市場看法是中性偏利好，認為負面消息差不多

出盡，國家強調扶植民族品牌，加
上未來公務員車輛採購，會為公司
帶來一定機會。

行政總裁桂生悅表示，本月早
前與富豪簽訂的全面技術合作協議
，可使旗下品牌縮短與外國高端車
的技術差距，最快兩年後，公司就
會推出主要使用富豪技術的新車品
牌。

光控：二級市場續減倉
中國光大控股（00165）公布截至2011年12月底止年度業

績，錄得純利19.2億元，基本按年持平；每股盈利1.116元
。末期息30仙，全年共派45仙。公司行政總裁陳爽於業績
記者會表示，公司多個項目已具備市場推出條件，預計今年
將有大量現金回籠。公司昨天收報12.64元，上升0.317%。

他指出，今年公司會重整及優化 「3+2大資產管理」平
台，將 「3」改組為一級市場投資、二級市場投資及結構性
投融資； 「2」則繼續利用聯營公司光大證券在跨境收費性
業務方面優勢進行發展。

不過他強調，一級市場依然要審慎，公司會增加部分新
股上市前投資項目，以縮短投資周期。而二級市場方面公司
在一季度減少部分長期投資，預計還會繼續要減倉；而結構
性投融資這部分依然公司今年發展的重點。陳爽表示，目前
手頭現金達42億元，已足夠現有項目發展，可以為併購創
造良好條件。

被問及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為 7.5%會否影響中國市
場投資環境時，陳爽回應，外圍經濟環境不確定為中國經濟
結構調整帶來挑戰，但中國長期投資環境仍佳；他看好內需
消費股、基建及醫療產業發展。

進出行擬在港發40億人債

恒
生
全
力
拓
展
財
富
管
理

吉利全年賺15億增12%
▲左起：味千中國常務總裁尹一兵、主席兼行政總裁潘
慰、首席財務總監劉家豪 本報攝

◀李東輝指出，去年外銷量增長
近倍，佔總銷量9%

本報攝

農行全年業績摘要（單位：元人民幣）

淨利息收入

手續費及佣金
淨收入

營業收入

營業支出

資產減值損失

稅前利潤

純利

每股基本盈利

淨利差

淨利息收益率

不良貸款率

撥備覆蓋率

貸款總額準備
金率

核心資本充足
率

資本充足率

2011年

3071.99億

687.50億

3797.56億

1573.30億

642.25億

1582.01億

1219.27億

0.38

2.73%

2.85%

1.55%

263.10%

4.08%

9.50%

11.94%

2010年

2421.52億

461.28億

2922.53億

1281.07億

434.12億

1207.34億

948.73億

0.33

2.50%

2.57%

2.03%

168.05%

3.40%

9.75%

11.59%

變 動

+26.9%

+49.0%

+29.9%

+22.8%

+47.9%

+31.0%

+28.5%

+15.2%

+0.23個百分點

+0.28個百分點

-0.48個百分點

+95.05個百分點

+0.68個百分點

-0.25個百分點

+0.35個百分點

▲左起：農行董事會秘書李振江、董事長蔣超
良、副行長潘功勝、風險管理部副總經理劉永
生 本報攝

■會德豐核心盈利首超九倉 B2
■伯南克：油價高企威脅經濟 B3
■經濟遇冷 股樓難好 B4
■中外運創新貨代業務 B14
■申萬：A股今年難大升 B15
■滙豐PMI結束三月升勢 B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