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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去年賺逾3483億增一成
四大內銀業績大豐收 股息率企7厘以上

中國四大銀行悉數放榜，去年業績大豐

收，全部均按年多賺至少一成，其中工商

銀行去年多賺10.3%至3,483.38億元（人民幣，下

同），派末期息 0.2933 元，以 3月 30日收市價

計，股息率達7.6厘。不過，中國銀行和中國農業

銀行股息率更高，分別達8.7厘及8.5厘，中國建設

銀行股息率亦有7.7厘，遠高過向來備受投資者追

捧的收息股如滙控的3.6厘及煤氣的3.7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
在期指結算日再升逾300點，3日累計
升800多點，升穿22,000點大關。俄烏
談判有進展，承接外圍升勢，恒指3月
30日最多曾升463點，收市仍升304點
報22,232點，成交增至1,554億元（港
元，下同）。3月30日推動大市的力
量，主要來自業績理想的內銀板塊，例
如中行升2.3%，旗下中銀更升5.1%。

恒指連升3日累漲逾800點
俄烏談判取得進展，烏克蘭提議保持

永久中立及無核國家，並放棄外國在當
地駐軍及設立基地，以換取安全保障。
俄羅斯認為談判具建設性，同意大幅減
少烏克蘭首都基輔等地的軍事行動。消
息令隔晚美股及亞太區股市企穩，滬指
更升近2%。
俄烏談判有進展，俄鋁升6.5%。寶

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指
出，港股在期指結算後，有條件企穩在
22,000點之上，因為隨着俄烏局勢有緩
和機會，加上乘着業績公布，有機會借
勢推高股份。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地緣

局勢有所紓緩，有利投資氣氛，但由於
恒指自低位已回升約4,000點，現時缺
少令大市再升的催化劑，料指數暫時只
會於22,000點左右徘徊。技術上而言，
恒指每日低位隨10天線上移，即再試低
位的機會暫時不大，目前指數關鍵阻力
位為22,423點，若成功突破，下一步上
望50天線亦即22,922點水平。

內銀受捧 內房物管股爆升
科技股表現平穩，阿里巴巴、美團和

騰訊均連升3日。中國加強監管直播行
業，嗶哩嗶哩跌2.5%，就算上季業績

好過預期的快手，股價亦大跌6.2%，
導致恒生科指僅微升0.3%。
大市動力來自內銀股，建行去年盈利

和派息都增逾一成，股價靠穩升
0.9%。中行和中銀業績後都進賬逾2%
至5%，齊至1個月高位。同時帶動國
指升1.3%，跑贏科指。
3月30日福州多家中介機構及地產界

朋友圈盛傳「福州限購放鬆」消息，深
圳方面亦再傳會調整「指導價」，帶動
內房和物管股向上。融創將會召開債權
人會議，該股與子公司融創服務齊升
18.3%。碧桂園去年純利倒退，但債務
狀況有改善，股價升6.3%，碧服更升
近一成，是表現最好藍籌。
分析師指出，個別內房股3月30日大

升，主要與投資憧憬國家將放寬內房
股的監管政策，資金有明顯流入炒作的
行動。例如發盈警的世茂反彈近兩成，

延遲公布全年業績的奧園也升16.8%，
並終止四連跌。
延遲公布全年業績兼料去年轉蝕至少

80億元人民幣的富力也升8.5%終止五
連跌。另外，3月30日放榜的時代中國
亦升逾19%，雅居樂及合景泰富，分別
升7.5%及17.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受惠於淨利息收入增加，
中國農業銀行去年純利上升
11.7%，至2,411.83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基本收益
0.65元，派末期息0.2068元，
按年增11.7%。年營業收入為
7,217.46億元，按年升9.5%。
淨利息收入5,779.87億元，按
年增 6%；淨利息收益率為
2.12%、淨利差為1.96%，兩
均按年下降8個基點，主要由
於受到落實國家讓利政策以及
貸款重定價等因素影響，貸款
收益率下降，以及受到市場環
境影響，存款付息率上升所
致。不過截至去年底，該行縣
域貸款餘額6.2萬億元，貸款增
量、在全部貸款中佔比均創股
改以來新高。
期內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803.29億元，按年升7.8%，主
要受惠於該行進一步深化數字
化轉型，加大產品研發和營銷
拓展力度，電子商務收入增
加，去年電子銀行業務收入按
年增長 16.5%，至 304.76 億
元。
截至去年底，農行不良貸款
餘額為2,457.82億元，按年增
加 86.69 億元；不良貸款率
1.43%，按年下降0.14個百分

點。不過房地產業不良貸款餘
額為281.72億元，按年升近一
倍，而且房地產業的不良貸款
率為3.39%，按年升1.58個百
分點。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為11.44%，按年升0.4個百
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13.46%，按年升 0.54 個百分
點；資本充足率為17.13%，按
年升0.54個百分點。

減費讓利料不影響盈利
對於中國提出金融機構減費
讓利惠企利民的措施，農行副
董事長兼行長張青松3月30日
於電話會議中表示，目前市場
正面對多方面的壓力，部分企
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及個體
工商戶存在一定經營困難，農
行作為國有銀行，有責任及有
能力提供幫助。又指自身經營
效率正在持續改善，相信減費
讓利不會對該行的盈利有影
響，有信心實現金融機構與企
業互利共贏。
董事長谷澍稱，今年內地經
濟發展儘管面臨需求收縮、供
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但發展韌性強、潛力大、經濟
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持
續穩定恢復的態勢沒有變，推
動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沒有變。

工行去年淨利息收入按年升6.8%至6,906.8
億元，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按年升1.4%

至1,330.24億元。全年貸款減值準備按年增
13.7% 至 6,039.83 億 元 。 不良貸款率為
1.42%，按年減0.16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達
205.84%，按年增逾25個百分點。期內淨利息
差和淨利息收益率分別為1.92%和2.11%，按
年分別降5個基點和4個基點，主因是持續讓
利實體經濟，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不良貸款率降 撥備覆蓋率增
工行董事會秘書官學清3月30日表示，近年

受國內外大環境影響，一些績優股、高息股、
價值型股票的估值被壓抑，包括幾大內銀目前
估值亦處較低水平，但該行現時股息率較高，
加上基本面仍很好，投資回報亦很穩定，相信
隨着中國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進程加快、投資
結構不斷優化，該行真實合理的內涵價值將展
現。
他亦認為目前派息比率是合適，未來將繼續

平衡利潤、派息及資本補充關係，為股東長期
利益最大化提供保證。

展望未來，工行管理層指對今年經營業績充
滿信心，雖全球供應鏈和能源緊張形勢可能持
續，大類資產價格呈現分化趨勢，惟世界經濟
有望保持恢復性增長，而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
縮、 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但持續
恢復發展的態勢沒有改變，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改變，隨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相
信銀行業高質量發展將迎來新機遇。
建行去年股東淨利潤升12.3%至2,979.75億

元，派末期息0.364元，按年升11.6%。建行
董事會秘書胡昌苗3月30日表示，該行連續5
年至6年的現金分紅都保持在30%比例上，去
年派末期息 0.364元，按年有雙位數增長，他
亦認為該行股價在可比同業中表現仍相對亮
麗，故相信有戰略眼光的投資一定會繼續選
擇該行。

建行：今年淨息差有收窄壓力
建行去年淨利息收益率跌6個基點至2.13

厘。副行長張敏指，人行去年12月起先後兩
次下調LPR，對新發放貸款利率及存款利率帶

來不利影響，料今年淨息差仍有一定收窄壓
力，不過她提到該行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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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將密切關注內
外部環境變化，加強風險預判，持續優化資產
和負債結構，繼續保持淨息差水平，有信心淨
息差於同業間處於合理位置。

郵儲行去年淨利潤增長18.7%
另外，郵儲銀行也發布年報，2021年淨利潤

761.7億元，同比增長18.7%；每股盈利0.78
元，末期息0.2474元。以3月30日收市價6.25
港元計，派息率4.9厘。該行年末不良貸款率
0.82%，較上年末下降6BP（基點）；資本充
足率為 14.78%，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9.92%；撥備覆蓋率為418.61%，較上年末上
升10.55個百分點。郵儲行去年利息淨收入按
年增6.32%至2,693.82億元，期內淨利息收益
率及淨利差分別為2.36%及2.3%，按年均收窄
6個基點。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為220.07億
元，增長 33.42%，其他非利息淨收入為
273.73億元，增長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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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行多賺11.7%
不良貸款率降

◆ 胡昌苗表
示，建行連
續5年至6年
的現金分紅
都 保 持 在
30% 比 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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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利息淨收入

營業營業//經營費用經營費用

股東淨利潤

每股末期息每股末期息

淨利息差

淨利息收益率淨利息收益率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率

股息率

製表：記者馬翠媚

中行

金額
（人民幣）
4,251.42億元

2,263.55億元

2,165.59億元

0.221元

-

1.75%

11.3%

1.33%

8.7％

按年
變幅

＋2.2%

＋11.8%

＋12.3%

＋12.2%

-

-0.1個百分點

-0.02個百分點

-0.13個百分點

建行

金額
（人民幣）
6,054.2億元

2,191.82億元

2,979.75億元

0.364元

1.94%

2.13%

13.59%

1.42%

7.7%

按年
變幅

＋5.1%

＋16.23%

＋12.3%

＋11.66%

-0.1個百分點

-0.06個百分點

-0.03個百分點

-0.14個百分點

工行

金額
（人民幣）
6,906.8億元

2,362.27億元

3,483.38億元

0.2933元

1.92%

2.11%

13.31%

1.42%

7.6％

按年
變幅

+6.8%

＋14.3%

＋10.3%

＋10.3%

-0.05個百分點

-0.04個百分點

+0.13個百分點

-0.16個百分點

農行

金額
（人民幣）
5,779.87億元

2,602.75億元

2,411.83億元

0.2068元

1.96%

2.12%

11.44%

1.43%

8.5％

按年
變幅

＋6%

＋13.2%

＋11.7%

＋11.7%

-0.08個百分點

-0.08個百分點

+0.4個百分點

-0.14個百分點

◆ 港股連升3日，3月30日成交增至
1,554億港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
海報道）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
公室、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
督管理總局3月30日聯合印發《關
於進一步規範網絡直播營利行為促
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意見》指出，網
絡直播平台、網絡直播服務機構應
依法履行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義
務，不得轉嫁或逃避個人所得稅
代扣代繳義務，不得策劃、幫助網
絡直播發布實施逃避稅。網絡直

播發布開辦的企業和個人工作
室，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置賬
簿。各級稅務部門要優化稅費宣傳
輔導，促進網絡直播平台、網絡直
播服務機構、網絡直播發布稅法
遵從。要依法查處偷逃稅等涉稅違
法犯罪行為。
根據《意見》，網絡直播平台要

加強網絡直播賬號註冊管理和賬號
分級分類管理，每半年向網信、稅
務部門報送存在直播營利行為的網

絡直播發布個人身份，取酬賬
戶、收入類型及營利情況等信息。
《意見》還要求網絡直播平台和

網絡直播發布不得通過虛假營
銷、自我打賞等方式吸引流量，誘
導消費打賞和購買商品。

快手股價跌逾6%
受中國規管網絡直播消息影響，

快手股價3月30日逆市下跌，收報
73.6港元，跌6.24%。

中國規範直播 禁誘導打賞

◆ 中國監管機構近日發文規範網絡直播營利行
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
機構督導小組（督導小組）3月30日公布對
香港碳市場機遇的初步可行性評估，根據評
估結果，督導小組計劃同步進行以下後續步
驟，以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碳交易中心。
督導小組指出，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優質自

願碳市場，能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標準的
擁護、引導環球資金進入內地的促進，
以及擁有穩定和成熟監管制度的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與有關當局和持份合作，按照
內地政策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
場，以加強大灣區合作；探索聯繫國際投資
與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場以及全國碳排
放權交易市場的機會；及加強與廣州期貨交
易所在碳市場發展方面的合作，使香港成為
內地的離岸風險管理中心。

加強大灣區合作 探索市場機遇
督導小組認可上述計劃，縱然上述計劃未

完全涵蓋香港碳市場的所有潛在機遇。由香
港證監會和港交所擔任聯席主席的碳市場專
責團隊將研究最合適的市場及監管模式，並
會在諮詢市場專家及相關部門後，制訂詳細
路線圖、落實計劃及指示性時間表。
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表示，這項評

估是督導小組推動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
展承諾的一部分。碳交易是動員資金流向低
碳經濟轉型的關鍵工具。「在適當的監管支
持下，香港與內地的緊密聯繫，以及在大灣
區的重要角色，將使香港能把內地的碳產品
和機遇與全球其他地區聯繫起來。」

促外資參與內地低碳經濟轉型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亦指出，香港是區

內領先的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市場，而港
交所在推動共同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及提倡
氣候相關的金融披露標準中擔當重要角色。
作為促進中國與世界雙向資本流動的門戶，
香港將可助力全球資本持續提高參與中國內
地的低碳經濟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