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萬通信託

有限公司（萬通信託）憑藉

豐富的強積金管理經驗及卓

越的服務，旗下「萬全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的成分基金

再度獲得香港獨立強積金評

級機構《積金評級》頒發「10年

期持續傑出表現基金 — 股票基金（美國）」及「5年期

持續傑出表現基金 — 股票基金（美國）」兩項殊榮。

《積金評級》旨在提升強積金業界及計劃的產品、

表現和服務質素。《積金評級》乃香港提供獨立強積金

研究及評級的機構，其評審標準涵蓋計劃的成分基金選

擇及投資表現、費用及收費、以及計劃提供的整體服務

等，從而進行獨立的定量和定性評審。

與此同時，萬通信託更於《積金評級》的「2022香港

人之選」大獎中，由公眾經網上投票選出成為最受歡迎

強積金計劃之一，從一眾同業中脫穎而出，躋身三甲，

印證「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於公眾心目中的滿意度

及認受性。

萬通保險退休金及僱員福利部部門主管謝志雄表

示：「強積金是上班族退休保障的重要一環，因此，作

為香港的強積金信託公司之一，萬通信託一直致力為計

劃成員提供卓越及多元化的成分基金選擇，並配以專業

且優質的服務，致力為客戶的每分強積金投資創造價

值。在競爭劇烈的強積金市場中，我們能再度榮獲業界

具代表性的獨立強積金研究機構的充分肯定，感到非常

鼓舞。是次獎項除嘉許我們在產品及服務上的傑出表

現，亦見證了萬通信託強積金團隊的努力。展望未來，

我們會繼續堅守優質服務承諾，為計劃成員積極爭取理

想的潛在回報，體現『未來在我手』的品牌承諾。」

全港各區工商聯向油尖旺地區抗疫連線
捐50萬防疫物資支援基層家庭抗疫

余健強致辭表示，全港各區工商聯再接再厲

向油尖旺地區抗疫連線捐贈捐助新一批物資，

真正動員一切能力幫助社區。油尖旺民政事務

處亦及時將有關物資送到油尖旺社團聯會及油

尖旺地區抗疫連線，極力發揮官民合作精神，

助社區抗疫。

【香港商報訊】全港各區工商聯於日前假觀

塘會址捐贈50萬抗疫物資於油尖旺地區抗疫連

線，其中包括快速抗原測試劑、KN95口罩、

KN95醫療級口罩、消毒酒精、消毒濕紙巾防

護物品等物資，助社區同心抗疫。主禮嘉賓包

括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油尖旺社團聯

會會長、油尖旺地區抗疫連線召集人楊子熙，

油尖旺地區抗疫連線副召集人鍾港武，油尖旺

社團聯會副會長黃建新等。出席嘉賓包括全港

各區工商聯副會長林建忠、周錦威、陳鏡坤、

肖凱及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戴德祥、沈慧林。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表示，香港疫情

一直牽動著全港各區工商聯會員的心，香港及

內地各界關心關愛香港市民，急市民之所急，

解市民之所困，同心抗疫，共渡時艱。感謝各

界密切關注香港疫情防控形勢和需求，全力支

持香港有效應對疫情，相信香港一定能早日擺

脫疫情陰霾，打贏疫情防控攻堅戰。他又感謝

各界回應號召，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的精神，積極有效動員一切資源抗疫。

楊凱山指出，香港第五波感染人數創歷史新

高，令香港的醫療體系及人手等出現供不應求

的情況，市民亦感覺徬徨。社區對物資需求渴

望，為了舒緩情況，在短短一個星期，全港各

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在內地及香港已經籌集了

價值 500 萬的抗疫物資，包括快速抗原測試

劑、KN95口罩、KN95醫療級口罩、消毒酒

精、消毒濕紙巾防護物品等物資，助社區同心

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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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區工商聯再接再厲向油尖旺地區抗疫連線捐贈50萬抗疫物資。

責任編輯 林德芬 陳薇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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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中國建設銀行
（939）在2021全年業績電話會議中表示，該行去年
資產質量保持平穩，態勢穩中向好，資產不良率
1.42%，按年跌0.14個百分點，今年該行將繼續穩妥
有效應對疫情反覆、地緣政治等帶來的衝擊，加強
風險管理的前瞻性、主動性、針對性和有效性，預
計今年資產和信貸成本將保持平穩。

房地產行業出現波動
建設銀行去年淨息差跌6 個基點至 2.13 厘。建行

副行長張敏指，央行去年下調LPR，對新發放貸款
利率及存款利率帶來不利影響，預期建行今年淨息
差仍有下行趨勢，亦是所有銀行都要面臨的問題。
但她指，集團去年6月進行存款定價自律改革，已
經有力理順存款期限的溢價水平，預期改革成效會
持續釋放，有信心淨息差於同業間處於合理位置。

管理層表示，目前房地產行業出現波動，資產質
量管控面臨一定壓力，但房地產正邁向良性循環和
健康發展，個別客戶風險不能影響整個行業平穩健
康發展，從此情況而言，該行去年房地產資產質量
仍然保持相對穩定，去年該行房地產不良率低於境
內平均不良率。

管理層又預期，今年向企業等市場主體減費力
度，不會低於去年，將對手續費收入構成一定影
響，未來會加大中間業務收入轉型力度，相信今年
全年手續費收入有望保持穩健增長。

內銀股業績陸續出爐，究竟哪家銀行最具投資價
值？本報統計工商銀行(1398)、中國銀行(3988)、農業
銀行(1288)、郵儲銀行(1658)及建設銀行(939)的財務指
標。其中，中行的股息率高達8.74厘，為上述各行之
中最高，且接近10厘信託股水平；至於餘下4家銀行
股息率，也分別介乎4.88厘至8.5厘，較不少公用股
為高。

分析：疫情對內銀股沒造成太大風險
綜觀 5 家內銀股，股息率的高低依次為中行(8.74

厘)、農行(8.5厘)、建行(7.75厘)、工行(7.61厘)及郵儲
行(4.89厘)。上述內銀股於2000年初陸續上市以來，
除了在招股一刻搶盡市場焦點，更重要的是在上市之
後，一直給予股東穩定的股息回報，且回報率比不少
公用股，如港燈(2638)及中電控股(002)的4厘左右還要
高出一截。

上述5家內銀股的另一投資亮點，在於其全國性的
分行網點，有助其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分散風險。在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
央一直採取 「動態清
零」策略，個別城市或
因為爆發疫情而須封
城，在這種情況下，城
商行的經營面臨巨大不
確定性；相反，工、
中、農、建及郵儲行的
優勢，在於全國的分行
網絡，可分散風險，並
且助其避免因短時間封
城，而導致全部業務陷
入癱瘓的問題。

光大證券國際財富管
理策略師溫傑認為，內
銀股以借貸為主，靠息
差賺利，相信疫情對內銀沒有造成太大風險；但若因
疫情而導致內地經濟下滑，未來內銀的壞帳比率或會

因而上升。
香港商報記者 鄺偉軒

工商銀行2021年度業績持續亮眼，去年實現淨利潤
3502 億元，比上年增長 10.2%；錄得純利 3483.38 億
元，好過市場預期，不良貸款率降至1.42%。報告期
內，該行市值保持國內金融業第一，工行董事會秘書
官學清在業績發布會上透露，自上市以來，工行累計
派息已超過1萬億元，該行的分紅比率兼顧了短期回
報和長期價值增長。

2021年度，工行投融資總量合理增長，境內人民幣
貸款新增2.12萬億元，增量創同期新高；債券投資淨
增7632億元，餘額繼續保持同業第一；投向製造業貸
款餘額突破2萬億元，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
貸款餘額突破 1 萬億元，綠色貸款總量突破 2.4 萬億
元，涉農貸款餘額2.66萬億元。

工行行長廖林提出，2022 年工行將堅持 「穩中求
進」總基調，穩字當頭、進有成效，推進工行業務持
續高品質發展。在財富管理方面，工行副行長鄭國雨

提出，工行將兼顧中高端客戶及全量客戶，打造開放
互利共贏的財富管理平台，並做好科學的分類分層分
群。工行副行長張文武指出，工行的房貸風險上升僅
僅是階段性上升，已計提了充足的貸款撥備。

農行打造服務鄉村振興領軍銀行
農行行長張青松在業績發布會上回答本報記者提問

時表示，農行全力打造服務鄉村振興領軍銀行，去年
出台了國家糧食安全、鄉村產業、鄉村建設等專項服
務方案。糧食安全、鄉村產業、鄉村建設貸款餘額分
別為1378億元、1.14萬億元和1.28萬億元，增速分別
為17.0%、20.6%和14.8%。

截至2021年末，農行縣域貸款餘額6.2萬億元，新
增 9130 億元，增速 17.2%，餘額佔全行貸款比例達
36%，增量、增速、餘額佔比均創近十年來新高。同
時，縣域貸款不良率1.42%，創5年新低。農行形成了

比較齊備的鄉村振興金融產品體系，2021年總分行先
後推出三農特色產品55個，目前有千億級拳頭產品10
個，百億級精品產品13個。

張青松以線上化農戶貸款 「惠農e貸」舉例，2021
年末該產品貸款餘額5447億元，增速54%，服務368
萬戶農戶，平均農戶貸款金額僅為 15 萬元，非常普
惠。他表示，縣域是農行的差異化競爭優勢。該行將
加強縣域人才建設，引導更多幹部人才到鄉村振興一
線。

郵儲行資產規模達12.59萬億
今年是郵儲銀行成立15年。郵儲行目前的資產規模

達12.59萬億元，是2007年成立之初5.6倍；淨利潤從
10.24億元增長到765.32億元；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權益
從220.24億元增長到7940.91億元。

得益於持續深耕零售，郵儲銀行的個人銀行業務佔
營收比重近七成。2021年，郵儲銀行個人銀行業務收
入 2218.55 億元，同比增長 11.99%，佔營業收入的
69.6%。郵儲銀行大力踐行科技興行戰略，近3年，信
息科技投入超272億元，佔營收比重超3%。

去年，郵儲銀行正式採納負責任銀行原則(PRB)，
成為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支持機構。
截至 2021 年末，郵儲銀行綠色貸款餘額 3722.94 億
元，較上年末增長32.52%。

累計派息超萬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齊曉彤、鄧建樂報道：工行(1398)、農行(1288)和郵
儲銀行(1658)昨日同步披露2021年度業績，三家國有大行2021年度將分別
派發現金股息1045億元(人民幣，下同)、724億元和229億元。

工行上市十五年

中行股息率8.74厘接近信託股水平

大型內銀2021年全年業績比較
(單位：人民幣)

建行料今年
淨息差仍下行

銀行

純利(按年變幅)

利息淨收入(按年變幅)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按年變幅)

淨利息收益率
(按年變幅)

信用減值損失
(按年變幅)

不良貸款率

撥備覆蓋率

派末期息

工行(1398)

3483.38億元
(+10.27%)

6906.80億元
(+6.79%)

1330.24億元
(+1.38%)

2.11%
(按年收窄4個基點)

2026.23億元*
（-0.02%）

1.42%(較上年末下降
0.16個百分點)

205.84%(較上年末上
升25.16個百分點)

0.2933元

農行(1288)

2411.83億元
(+11.70%)

5779.87億元
(+6.04%)

803.29億元
(+7.76%)

2.12%
(按年收窄8個基點)

1658.86億元
(+0.72%)

1.43%(較上年末下降
0.14個百分點)

299.73%(較上年末上
升33.53個百分點)

0.2068元

郵儲行(1658)

761.70億元
(+18.65%)

2693.82億元
(+6.32%)

220.07億元
(+33.42%)

2.36%
(按年收窄6個基點)

466.38億元
(-7.46%)

0.82%(較上年末下降
0.06個百分點)

418.61%(較上年末上
升10.55個百分點)

0.2474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齊曉彤、鄧建樂報道：民生
銀行(1988)董事長高迎欣昨日出席2021 年度業績發
布會期間，認真作答了本報記者有關民生銀行改革
成效、如何支持民營企業等多個問題。

高迎欣自中銀香港(2388)空降履職民生銀行不足兩
年，密集推出了多項改革措施。他表示，改革進程
總體穩妥順利，力求細緻、兼顧各方，既堅定方向
又不急於求成。目前部分員工在理念、觀念上的轉
變也需要一定的過程。隨着全行人力資源專業序列
改革實施，一線客戶經理崗位持續賦能，全行上下
許多理念、行為和習慣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關鍵
崗位的員工及一線骨幹人員總體穩定。

建立三道風控防線
高迎欣強調，風險控制有效性是一家銀行核心競

爭力的表現。民生銀行建立了三道風控防線，並在
體系化、智慧化、標準化進行全面的重塑，風險管
理貼近一線，貼近市場的變化，讓整個風險管理體
系更加有效。

「雖然很多民營企業面臨着調整，仍能看到在眾
多領域出現了非常優秀的民企行業龍頭，在中國乃
至全球都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做最能夠了解民營企
業的銀行是民生銀行的成立初心。」高迎欣表示，
民生銀行堅信民營企業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就業始終
能發揮重要作用，會堅守初心做好民營企業服務。
具體來看，要真正了解客戶及需求，並通過產業
鏈、各種平台和各種場景充分發掘戰略客戶及上下
游相關中小微民營企業，最大限度提升客戶體驗。

在授信體制改革上就是為了更好地提升高效、快
捷的客戶體驗，全流程審批時間由 22 天縮短到 13
天，總行的審批流程由8天縮短到6天。開發小微企
業智慧分流審批模式，全流程平均作業效率提升約
60%；還實現了供應鏈中小鏈條客戶線上自動放
款。

民行高迎欣：重塑風控
高效服務民企

工行去年盈利升逾10%。 資料圖片

建行管理層出席業績會。

即使經歷疫情，內銀股派息仍吸引。 資料圖片

註：*資產減值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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