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稅前盈利增長料僅單位數
渣打黑錢門再賠25億

渣打銀行（02888）預計要再賠3.3億美元（約
25.7億港元）與美國監管部門就隱瞞伊朗交易事件達
成和解，該行早前已支付3.4億美元和解費，令該行
今年除稅前溢利增長由雙位數字跌至單位數。

本報記者 湯夢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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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稱內銀需加速轉型

在租金和樓價齊升下，摩通經濟師姜璐預料，本港明年
經濟增長將由今年的 1.2%上升至 3.2%；通脹亦會由今年的
3.2%加劇至明年的 3.7%，而失業率則會由目前的 3.4%升至
約 3.8%。她又預期，明年下半年本港出口將改善。而恒生
銀行（00011）於最新一期《香港經濟脈搏》中亦預測，明年本
港經濟增長可加速至 3%，不過失業率和通脹則升至 4%和
4.3%。

姜璐表示，美國財政懸崖問題將會逐步明朗化，海外市
場表現會改善，對本港經濟有很大的拉動作用，故預料明年
下半年本港出口將改善，明年GDP增長可達3.2%。但在租
金飆升下，通脹亦隨之而來，相信明年通脹將達3.7%。

樓價方面，她認為本港樓市因有剛性需求，明年樓價不
會有下調空間，預計明年整體樓價有5%升幅，其中大眾市
場樓價保持平穩，高端房屋升幅可高至10%。她指，政府今
次推出的樓市 「雙辣招」，力度較市場預期要強，料短期內
政府不會再出招，留待明年1月的施政報告或會提及房屋政
策的新方向。

另外，恒生銀行於最新一期《香港經濟脈搏》預料，本
港明年出口輕微改善及消費保持平穩，料帶動本港經濟增長
由今年估計的1.5%上升至明年的3%，但仍低於約4.5%的潛
在增長水平。由於經濟回穩，故預計明年底失業率僅升至
4%。全年平均通脹率則微升至4.3%，主要反映糧食價格反
彈及租金水平漲升。

恒生表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及美國 「財政懸崖」陰
霾持續籠罩全球經濟。雖然美國可望於年底前解決財政懸崖
問題，但一定程度的財政緊縮在所難免。加上歐債危機的影
響，意味來年環球經濟仍然面臨嚴峻考驗。

該行認為，儘管外圍形勢尚未明朗，亞洲地區的經濟前
景卻相對樂觀。經濟基調良好、公共財政穩健及政策較具彈
性，有助區內國家，特別是內地的經濟回穩，並以高於發達
國家的速度增長。香港經濟料可因此受惠。

市傳滙控將賠 18 億美元（約 140 億港元），與監管機構就規管洗
黑錢不力達成和解，罰金少過市場預期。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最快下
星期會公布監管機構與滙控達成和解。據悉，經過幾個月磋商，雙方達
成暫緩起訴協議，滙控以交罰款及承諾改善規管，換取監管機構延期起
訴，且有機會可取消起訴。

滙控發言人回應，該行一直與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但商討內容則需
保密。滙控上兩季就相關指控撥備合共15億美元，而行政總裁歐智華
曾兩度表示最後罰款金額可能遠超過撥備水平，豈料現時傳出的18億
美元只比撥備多3億元，令市場大跌眼鏡。滙控資本一向不弱，近期頻
頻賣非核心資產套現，單是本周二出售平保已賺26億美元，18億美元
罰金可謂小菜一碟，對滙控影響輕微。

有前美國財政部司法人員批評，監管機構對滙控出手太輕，起不了
阻嚇作用，認為應對個別涉案人士作出起訴，以便向全球表達美國打擊
洗黑錢的決心。雖然達成和解後滙控最嚴重仍可能被控洗黑錢，罪名比
違反銀行保密法及未有盡力杜絕可疑交易嚴重得多，但有分析指，司法
部控告滙控洗黑錢的機會極微。

中海油購尼克森審批再延後
中海油（00883）收購尼克森審批限期或再次被延後。

據外電引述加拿大工業部長 Christian Paradis 透露，加拿大
當局有機會押後中海油對尼克森的收購計劃的交易審批限期
。加拿大原設定12月10日為審批最後期限。

另外，據彭博引述加拿大政府高層官員Wayne Wouters
送交予加拿大總理哈珀的信件指出，尼克森現時在北海的油
氣項目 「Buzzard」，對國際油價升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Wouters表示，北海油田一直左右國際油價，而尼克森持
有 43%權益的 「Buzzard」作為近二十年發現最大的油田，
故在北海其他油田產量下跌的情況下， 「Buzzard」對國際
油價的影響力就愈來愈大。在2007年投產的 「Buzzard」，
今年產量將達到8.5萬桶／日。

歐洲銀行近期被各監管部門翻舊帳，先有滙豐（00005）規管洗黑
錢不力，後到渣打有意隱瞞涉及伊朗交易，銀行要準備銀彈以應付罰
金。渣打財務總監麥定思表示，早前已為洗黑錢事件向紐約金融局支
付3.4億美元，預料要再支付3.3億美元的和解費。他強調，目前與監
管機構談判進展良好，對任何監管機構均持十分開放的談判態度，相
信指控年底前可達最終和解，有關罰款或僅對今年產生影響。他又指
，集團沒有涉及任何LIBOR調查事件中。

總支出料達50億
如確定再支付3.3億美元，連同早前已付的3.4億美元和解費，渣

打涉及伊朗的違規交易開支合共6.7億美元（約52.3億港元），數目不
算大。該行公布結算期前業務狀況報告，表示會繼續控制開支，即使
計入紐約州金融局和解費用後，預計全年的收入增長仍會超越成本增
長。但已付的3.4億美元罰金多少拉低盈利，令今年除稅前溢利增長由
雙位數字跌至單位數。該行一級核心資本亦受罰金影響，比年中下降
，但渣打表示，資本實力依然雄厚，未來幾年融資需求非常有限。

個人銀行增長遜色
報告顯示，該行個人銀行業務及企業銀行業務的全年收入分別呈

中單位數及高單位數增長，成績不錯。個人銀行業務增長較為遜色，
主要受美元匯率偏軟的影響；集團的業務組合現逐步轉移至邊際利潤
較高的無抵押業務，預計資產邊際利潤整體將會上升。企業銀行業務
繼續表現理想，客戶收入仍是動力所在，佔企業銀行業務收入總額比
重80%以上。資產質素方面，預料個人銀行業務下半年的貸款減值與
上半年相比將呈雙位數增長；而今年下半年企業銀行業務的貸款減值
預計將低於上半年的水平，由於下半年並無新增的大額撥備，貸款組
合質素良好。

該行預計全年淨息差波幅只有 1 至 2 個百分點，可保持平穩於
2.3%水平。麥定思表示，美元上漲對收入造成影響，部分亞洲市場出
現輕微降溫跡象，但集團仍處於增長勢頭，對整體貸款組合感滿意，
預料2013 年經營表現持續良好，會繼續投資及聘請員工。

關乎全球銀行業資本狀況變化的《巴塞爾協定三》，原訂
於明年1月1日起分階段實施。然而，近期美國率先指難以如
期執行，而歐盟亦出現類似情況。金管局於最新一期《匯思》
中指出，香港為實施《巴三》而訂立的規則，現已提交立法會審
議，儘管歐美將押後推出，當局亦建議本港於1月1日開始實
施新資本規定，並與內地、日本、新加坡、澳洲及瑞士同步。

金管局助理總裁（銀行政策）簡嘉蘭於專欄文章中指出，
引入《巴三》的原意，無非是要糾正近期全球金融危機揭示得
一清二楚的弊病，而是有利於保持金融穩定。資本標準的目的
，是透過要求銀行持有更高水平及更優質資本，並更妥善處理
及涵蓋以往未有被充分認知的風險，以提高銀行抵禦衝擊的能
力，確保銀行能在不窒礙其貸款業務的情況下，應對未來出現
的金融風暴，從而減低對其他經濟環節產生不良影響，以至避
免現存問題惡化，促進銀行對長期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作出貢
獻。

新的資本標準將於 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為止的 6 年時間
內，分階段逐步實施。金管局認為，《巴三》在加強銀行應對
逆境的能力的同時，亦透過多年分階段推行的方式，避免影響
工商百業融資以至個人貸款，並確保日後縱使處於經濟逆境，
銀行仍可繼續借貸。

事實上，本港並不是唯一依照原定時間實施《巴三》的地
區，瑞士作為全球另一重要金融中心，亦屬於這個行列。簡嘉
蘭認為，一方面實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而一貫力求採納最
佳國際標準的承諾，另一是實踐作為巴塞爾委員會成員的承
諾。

對於外界關注，《巴三》使本港銀行持有遠高於現時的資
本水平，以致限制了它們的貸款能力，並將額外資本的成本轉
嫁到借款人身上。金管局回應指，本港銀行已具備非常充分的
條件，以符合新推行的《巴三》資本比率的要求，甚至超越明
年起實施的標準。

高層要員相繼離職、業務前景遇瓶頸的思捷環球
（00330），因為前大股東邢李㷧購入供股權，重新
成為第二大股東，令思捷神話再現。日前再傳出中渝
置地（01224）主席張松橋有份供股，令思捷有機會
「藍」變 「紅」。集團非執行主席柯清輝直言，張松

橋 「極有可能入股」。

思捷 15 年首次供股 「抽水」，除了獲得前大股
東邢李㷧吸納股份，在供股配發結果顯示，另有300
億元額外供股申請。早前市場消息傳出，有 「重慶李
嘉誠」之稱的張松橋，有份參與思捷供股，更由他引
路為思捷引入更多內地投資者，令思捷有機會由藍籌
染 「紅」。

柯清輝昨日出席思捷股東會後表示，與張松橋
份屬友好，直言張松橋 「極有可能入股」，具體仍
要向對方查詢。至於市傳新世界發展（00017）榮譽
主席鄭裕彤亦有份入股思捷，柯清輝只表示，在自
由市場中，任何人均可進行股份買賣。

邢李㷧重回思捷懷抱，現持有 10.34%股權，與
第一大股東基金 Lone Pine Capital 持股量僅相差
0.54個百分點。市場憧憬邢李㷧有機會再增持思捷，
以重掌話事權。

小股東盼重現生機
柯清輝認為，邢李㷧購入思捷股票，是對集團

業務及轉型計劃信心的一票。不過，對於邢李㷧會
否再增持思捷股份，他回應說 「呢啲係敏感問題，
唔應該問。如果我問，係我 『戇居』！」

柯清輝重申，暫無聽聞邢李㷧要求加入董事會
。他笑言： 「佢（邢李㷧）而家享受人生，肯唔肯

再摺高衫袖，好似我哋咁捱，咁就唔知啦。」
有小股東表示，很多年前以逾百元購入思捷，

眼見思捷股價一落千丈，希望透過今次供股 「溝貨
」，亦望邢李㷧回巢後，可以令思捷業務起死回
生。

思捷豪擲185億元啟動轉型大計，首年未見戰績
可言。柯清輝透露，邢李㷧一向認為思捷必須進行轉
型，直言不作出改變，業務表現只會轉差，要通過轉
型才有前途。被問到會否就轉型計劃資金 「加碼」？
他相信，供股集資額應足夠應付轉型。

對於市傳思捷或有收購計劃，柯清輝重申，供股
集資所得主要用於轉型計劃，暫無其他收購計劃可言
。他續說，目前的經營環境充滿挑戰，特別是歐洲市
場。集團進行轉型大計，定必出現痛苦時期，集團需
要資金過渡寒冬。

另外，思捷公布，委任 Norbert Adolf Platt 及
鄭李錦芬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辭任薪酬委員會
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改任提名委員會主席，鄭明
訓接替薪酬委員會主席，同時辭任審核委員會成員，
改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思捷昨日股價逆市向好，早段曾經追高至
12.12 元，午後一度倒跌至 11.9 元，收報 12.02 元，
升 0.8%。

中國銀行業經歷股改後快速增長的時
代，近年無論大中小型銀行的收入及盈利
能力，均呈現持續放緩。會計師事務所安
永指出，中國銀行業需要加快轉變經營模
式，走資本化發展的道路，同時完善風險
治理架構全面提升風險管控能力。安永大
中華區銀行及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蔡鑒昌
估計，隨着內地監管當局公布新的資本標
準，預期新流動性風險監管標準亦會快將
公布。

蔡鑒昌昨日在北京主持簡報會時表示
，中國銀行業目前發展模式仍以規模擴張
為主，利差收入為盈利重心，而新的新資
本協議要求，加上利率市場化的推動，將
會逼使銀行業走向資本集約化道路，實現
內涵式增長，以至更有效運用資金，逐步
實現營運模式的轉型。

安永又提到，中國作為 G20（二十國
集團）成員國之一，積極參與了金融改革
方案的制定，例如中國正在根據本國銀行
業的情況，穩步實施新的監管標準，不僅
符合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大趨勢，也有助
於增強中國銀行業的穩定性。蔡鑒昌認為
，銀行業正面臨不利的環球經濟及金融環
境等廣泛挑戰，金融監管格局亦發生根本
和持久的變化，銀行需盡快了解這些變化

的整體影響，並及時調整其商業戰略。
安永認為，銀行成功轉型需要加強治

理框架、開發新工具、增強數據和信息技
術基礎設施、利用法規規定的新工具管理
風險並實現業務增長、識別跨越不同監管
要求，以及更廣泛的業務結構調整。

德銀發表研究報告，亦指內地銀行明
年面臨不少挑戰，尤其如何在存款緊縮下
生存。該行估計 9 月份前行業基本存貸比
率已升至 79%，明年更可能面臨升至逾
100%的威脅。

報告指出，憂慮存款緊縮，將會阻礙
投資者對財富管理產品的興趣，以及可能
引致部分財富管理產品，出現潛在違約危
機。由於金融行業的流動性或導致負面連
鎖效應，故維持內銀 「審慎」看法。不過
，德銀認為工行（01398）及中行（03988
）為行業首選，主要考慮兩者均屬大型銀
行，擁有多元化金融模式。

另 外 ， 外 電 消 息 指 ， 中 行 及 交 行
（03328）計劃參與台灣水泥銀團貸款計劃
，後者正籌集125億台幣（折合約33.33億
港元），貸款年期為 5 年，而兩行正進行
內部信貸審批。是次為兩行將台灣代表處
升格為分行後，首次進行與台幣計價的銀
團貸款融資項目。

柯清輝料張松橋入股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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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罰款或低於預期

渣打管理層報告要點
●繼向紐約州金融局支付3.4億美元和解費後，再
向美國當局再支付3.3億美元

●集團今年度收入料高單位數增長，中、非、美、
歐、英錄雙位數增長

●淨息差與去年大致持平

●未計減值前溢利錄高單位數增長

●貸款及存款均會有高單位數的同比增長

●核心第一級資本比率略低於中期水平

▲渣打或因涉洗
黑錢事件再賠償
25億元

摩通料明年經濟增長摩通料明年經濟增長3.2%3.2%

摩通料本港明年經濟摩通料本港明年經濟
增長較今年高增長較今年高

▲（左起）思捷副主席鄭明訓、主席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柯清輝、行政總裁馬浩斯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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