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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六大行中報出齊 工行純利續居首

銀行股緣何績靚價不靚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

鄧建樂、鄺偉軒報道：內地六大
國有商業銀行終於悉數公布中期
業績。其中，工商銀行(1398)上
半年純利續居榜首；資本充足率
同樣是工行最高，達17.01%。
資產質素方面，以不良貸款為標
準，郵政儲蓄銀行(1658)為最
好，僅錄得0.83%。至於反映銀
行獲利能力的淨利息收益率
(NIM)，同樣以郵儲行居首，達
2.37%。惟銀行股上半年業績表
現不俗，多數股價走勢卻不見上
漲甚至還下跌，國有大行股價尤
見慘淡，專家表示，主要受到整
體大市拖累，同時下半年經濟預
期亦不如上半年，銀行股自然受
到影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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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
鶴報道：中銀香港（2388）
昨日收市後公布業績，中期
純利 125.8 億元，按年跌逾
17%。不過，該行淨手續費收
入顯著增長，淨服務費及佣
金收入按年增 22.5%至 66.57
億元。此外，期內該行人民
幣客戶貸款按年增24%。中銀
表示，有信心全年貸款增長
繼續跑贏大市，實現中高單
位數增長。

上半年人幣客戶
貸款增24%

中銀香港今年每股中期息
44.7仙，與去年同期持平。中
銀強調，全年派息區間將維
持在 40%至 60%。總結上半
年，該行總經營收入350.2億
元，按年減少 6.7%，淨利息
收入按年少 14.5%至 159.4 億
元。

期內，中銀淨手續費收入
顯著增長，淨服務費及佣金
收入錄得66.57億元，按年增
加 22.5%，比去年下半年升
23.1%。人民幣客戶存款和貸
款 ， 分 別 按 年 增 長 14% 和
24%。此外，淨保費收入按年
增13.9%至90.2億元。

至今年6月底，淨息差1.08
厘，較去年底收窄5個基點。
財務總監隋洋指，不論是與
去 年 上 半 年 或 與 去 年 底 相
比 ， 該 行 淨 息 差 均 出 現 收

窄，這與息口走勢下降有關。她又指，今
年7、8月本港1個月銀行同業拆息利率為
0.08厘及0.07厘，息率再向下空間有限。
談及資產水平時，風險總監蔣昕指，截至
今年 6 月底，不良貸款率為0.32%，較去
年底提高5個基點。

中銀強調，該行資產質素穩定可控，有
信心資產質量維持優於行業水平，公司會
拓展多元化收入來源，抵禦淨息差的挑
戰。隋洋又表示，該行會致力調整資產負
債結構，包括增加生息資產，特別是增加
高收益資產如人民幣資產等，並且會壓縮
定期存款，及加大活期存款。

內地國有商業銀行均已公布中期業績。

建行純利增幅創8年新高
昨晚，再有四大行公布中報。其中，建設銀行(939)上半

年純利153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11%，增幅為
2013年以來最高。建行行長王江認為，上半年盈利增速或
已達今年高位，全年盈利有望保持健康增長。期內，建行
淨利息收入 2960.85 億元，按年增 5.1%；淨利息收益率
2.13%，按年減0.07個百分點；淨息差1.95%，按年減0.09
個百分點。建行首席財務官張毅解釋，該行疫下加強支持
實體經濟和落實減費讓利，導致普惠民營企業的貸款收益
率下降，但預期淨息差將於今年底至明年初逐步企穩。

資產質素方面，建行上半年不良貸款比率1.53%，較去
年底減少0.03個百分點。王江強調，該行現時資產質素風
險可控，未來將繼續減費讓利，加強支持小微企業。副行
長王浩表示，下半年會杜絕違規的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
務，資源會重點投向普惠金融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為應
對洪水災害，建行已加強相關地區和企業的生產支持力
度。

中國銀行每日淨賺6億多
中國銀行(3988)公布，截至 6 月底，中期純利按年增

11.78%至1128.13億元。期內，淨息差按年跌0.11個百分
點，至1.76%。對此，中國銀行副行長王緯解釋，這主要
因為上半年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下降，以及貸款到期
重新定價影響，導致資產收益率下降，拖累淨息差表現。
他預期，下半年淨息差仍面對收窄壓力，該行將透過控制
存款結構、中長期貸款投放等方法，改善淨息差表現。

截至今年 6 月底，中國銀行上半年不良貸款總額為
2003.48億元，按年減少3.3%；期內不良貸款比率1.3%，
按年減少0.16個百分點。展望資產質素，風險總監劉堅東
預期將 「穩中向好」，但海外資產質素壓力則略大於境
內。

農行掌銀客戶總量居首位
上半年，農業銀行(1288)錄得純利1222.78億元，按年增

12.35%。期末貸款餘額16.5萬億元，較上年末增9.0%。農
業銀行行長張青松表示，下半年會將金融活水更多引向普
惠、縣域、民營和製造業等經濟薄弱環節，以及現代服務
業等新供給需求上，並繼續優先滿足個人貸款投放需求。

截至6月底，農行智能掌銀月度活躍客戶數(MAU)突破
1.24億戶，比上年末增長2077萬戶，總量和增量均位居全
行業第一。線上信貸業務 「農銀e貸」餘額1.81萬億元，按

年增38.2%。6月底該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1.24萬億
元，按年增30.4%，有貸戶128.2萬戶，比去年底增41.5萬
戶。

此外，農行不良貸款率逐季下降。到6月末為1.5%，逾
期貸款 「雙降」，撥備覆蓋率較去年底提升 14 個百分
點。張青松預計，全年資產質量將穩中向好，客戶經營狀
況在逐步改善，違約風險將有所降低。

鄉村振興方面，副行長徐瀚介紹，截至6月末，農行縣
域貸款餘額5.9萬億元，比年初增11.4%或6066億元；縣
域存款9.35億萬元，比年初增6.8%或5933億元，縣域貸
款增速高於存款增速。

郵儲行貸款小微企近9000億
郵儲行董事長張金良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線上智

能化服務和線下有溫度的面對面服務是郵儲行最大的特色
和核心競爭力，其中直銷銀行郵惠萬家的人才隊伍中IT
人才佔比超過一半。

他續指，上半年郵儲行信息科技投入52億元，佔營業
收入比重達3.3%，總行IT人員數量連續兩年翻番，目前
參與信息科技建設的自主研發和外包的 IT 人員超過萬
人。上半年119項信息化工程成功上線，為該行數字化轉
型注入新動能。

郵儲行淨資產收益率(ROAE)達13.30%，位居六大國有
商業銀行之首。新任行長劉建軍表示，郵儲行小微企業貸
款餘額近9000億，佔全行各項貸款比例超過14%，居國有

大行首位，戶均金額僅54萬，真正把 「做小做微」落到
了實處。他續指，有信心全年經營業績繼續保持較快增
長，下半年信貸資源將更多地向零售傾斜，重點將加大涉
農貸款和小微貸款的投放力度。

專家睇好股份制銀行及城商行
上半年，各大行業績均有不錯表現，怎奈股價走勢平

平。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廖
群表示，主要還是受到整體大市的影響；與此同時，對於
下半年的經濟預期亦不如上半年，銀行股自然也跟受影
響。

「最近大市正在調整，科網股等都有收緊，銀行股走勢
自然會受到整體大市拖累。」廖群續說， 「還有就是上半
年經濟表現很好，所以按年增長甚至高過預期。而下半年
經濟預期增長速度等都不如上半年，因而銀行股好不到哪
裏去。」

資深金融專家及投資銀行家溫天納表示，有投資者認為
上半年情況屬不錯，所以在較高位置對持有的股票進行了
清理。上周五，市場高度關注的Jackson Hole央行年會舉
行，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明擬於今年餘下時間退市，縮
減每月買債規模，惟強調暫時無加息時間表。受到整體外
部環境影響，銀行股自然不漲甚至會有所下跌。

廖群又稱，對於投資者，相對睇好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
業銀行，其相對受市場影響較小、空間更大，升跌程度亦
會比較大，惟相對風險也大一些。

六大內銀2021中期業績(金額：人民幣)

項目

純利

利息淨收入

營業收入

資本充足率

基本每股收益

撥備覆蓋率

不良貸款率

淨利息收益率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工行

1634.73億元

3362.93億元

4264.06億元

17.01%

0.46元

191.97%

1.54%

2.12%

11.90%

建行

1533.00億元

2960.85億元

3809.07億元

16.58%

0.61元

222.39%

1.53%

2.13%

13.10%

農行

1222.78億元

2833.57億元

3655.37億元

16.23%

0.34元

274.53%

1.50%

2.12%

12.40%

中行

1128.13億元

2087.73億元

3028.55億元

15.61%

0.36元

184.26%

1.30%

1.76%

11.97%

交行

420.19億元

784.86億元

1340.51億元

15.29%

0.54元

149.29%

1.60%

1.55%

10.93%

郵儲行

410.10億元

1320.96億元

1576.53億元

14.32%

0.40元

421.33%

0.83%

2.37%

13.30%

歷時半年，香港首劑新冠疫
苗接種率破六成，惟接種速度
明顯放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表示，變種病毒增加建立免疫屏障難度，故
香港應該以全民接種為目標，並指不排除推行 「健
康通行證」 ，將來或要求處所施加限制，只有已接
種疫苗人士才可進入。

疫情在變，抗疫策略也須改變。醫學專家原本認
為達至七成接種率，初步構建群體免疫屏障，從而
遏制病毒擴散，香港社會就可逐步走向復常。但變
種新冠病毒Delta肆虐全球，說明接種疫苗不能完全
防止感染，群體免疫的觀念已不符實際，需全民打
針才比較安全。畢竟，接種疫苗可有效降低重症和
死亡的風險，重在於 「個人保障」 ，愈快實現人

人都有抗體保護，愈能讓經濟生活早日復常。
面對變種病毒來勢洶洶，香港仍要堅持 「清

零」 ，嚴防輸入，鞏固抗疫成果，同時抓緊 「谷
針」 。以本港當前的接種率，離達至全民接種的目
標距離遙遠，更何況多地經驗顯示，當接種率達到
一定程度時，接種人數會大幅減少，甚至會陷於停
滯，本港如何持續推動全民接種，挑戰巨大。因
此，推行健康通行證大有必要。一來有利於抗疫，
保障市民健康安全；二來鼓勵更多市民 「應打盡
打」 、 「能打快打」 ；三來為全面復常通關鋪路。

健康通行證其實就是配合 「針卡」 的加強版 「安
心出行」 ，接種完疫苗的市民可放寬部分限制，憑
碼出行，例如正常出入餐廳、學校、戲院等公眾場
所，以及參加大型聚會等，尚未完成接種者則不在

此列。這絕不是所謂 「疫苗懲罰」 ，反而是一種保
護，因為無接種疫苗的人士容易受到感染，進入高
風險的場所及群聚活動徒增健康安全威脅。同時，
健康通行證也能繼續發揮及時追蹤和截斷病毒傳播
鏈的功能，做到動態 「清零」 。

健康通行證並非新鮮事物。疫苗接種計劃 「優等
生」 以色列，就嚴格要求任何3歲或以上人士進入
餐廳、泳池及博物館等室內外場所，都要證明已接
種疫苗，或出示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新加坡8月中
起對接種完疫苗的民眾逐步 「解封」 。美國愈來愈
多州政府和公私機構強制打針，否則禁止上班。港
府早前要求特殊行業、重點人群，包括機場人員和
檢疫酒店人員等，必須完成接種；另外，所有公務
員、醫管局員工、安老及殘疾院舍員工，以及中、

小、幼和特殊學校教職員亦須接種疫苗，否則要每
兩周自費檢測一次。相關措施屬 「軟中帶硬」 ，取
得一定成效。現在出於全民接種需要，以保護市民
安全，考慮推行健康通行證，通過限制進入部分場
所，鼓勵 「疫苗猶豫」 的市民接種，無可厚非。為
公眾整體利益，政府在有必要的時候，採取更具強
制性色彩的措施，合情合理。

沒有高接種率為基礎，限聚令就難以放寬直至取
消，也無法大幅開放機場、關口，實現自由通關。
努力提升接種率，鞏固控疫成效，是本港社會全面
復常、自由通關出行、經濟走出低谷的關鍵。政府
應更為進取，想盡辦法，力促打針。市民為己為
人，只要身體狀況許可，也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自覺接種疫苗。

推健康通行證利抗疫促復常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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