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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中 交 3 間 國 有 內 銀 昨 同 日
公布業績，業績皆符合預期。工行
（01398）及交行（03328）去年純

利分別增長 4.9% 及增長 5%，至 3,122.2
億元及 772.8 億元（人民幣，下同），
派息亦均增長約 5%；中行（03988）純

利則增長 4.1% 至 1,874.1 億元，末期息增長

3.8%（詳見表）。
　　疫情仍未完全受控，對實體經濟帶來嚴重衝
擊，3 大行對今年資產質素均未見樂觀。

疫情衝擊 3行資產質素恐受壓
　　以股息率計，以每股派息 0.315 元的交行最
高，達 7.3 厘；緊隨其後的中行每 10 股派 1.91
元，股息率亦達 7.2 厘。至於宣布每 10 股派息
2.628 元的工行，其股息率為 5.5 厘。
　　去年 3 大內銀資產質素均有改善，不良貸
款率繼續降低，但受疫情及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影
響，3 間內銀均預期今年資產質素會受壓。
  中行風險總監劉堅東預期，今年不確定性增
加，短期令個人客戶違約率上升，料首季及上半
年逾期貸款額將增加。
　　工行行長谷澍亦稱，疫情令信貸質量管理壓
力增加，隨着消費及出口均受疫情變化影響，對
中小企資產質素的衝擊踏入下半年後或顯現，但
整體而言，該行撥備足夠，有力消化不良資產。
　　交行副行長侯維棟表示，疫情衝擊內地經濟

活動，影響商業銀行資產質素，其中信用卡業務
新增風險受影響最大。另外，疫情在全球蔓延，
也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

工行中行淨息差 去年均收窄
　　工行及中行去年淨息差均按年收窄，中行副
行長孫煜解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機制
改革，加上美國聯儲局重啟寬鬆貨幣政策，拖累
人民幣及外幣資產收益，令去年淨息差受壓。展
望今年，內外不利的經濟環境持續，加上疫情擴
散，將對該行淨息差造成較大壓力。
　　至於去年淨息差逆勢擴闊的交行，其第四季
淨息差按季提高 6 點子至 1.62%。
  交行副行長郭莽預期，今年內銀息差受 MPA
（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LPR 利率下行，以
及疫情等因素衝擊，加上要着力降低實體經濟成
本，預料今年資產收益率下行壓力較大，但流動
性充裕及人民銀行規管結構性存款，有助降低負
債成本。

■本報記者　謝智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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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工行去年多賺 4.9%，至 3122 億元人民幣，末期

息每 10 股派 2.628 元人民幣。圖為工行北京總部。
（路透社資料圖片）

　　美國多個州份及城市實施封城措
施，下令餐廳停止堂食，只能做外賣，
其他非必需品零售商更須暫時關門，形

成「租照交、糧照出、稅項雜費照俾、唯獨東主沒有
收入」的奇怪局面。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特朗普政府又未有
針對相關問題的指施，多家主要零售商及連鎖餐廳為
首的企業，正醞釀 4 月起不交租或只交部分租金。

危及23萬億商業按揭 惹沽空
　　惟企業拖欠數十億美元租金，隨時導致業主無法
償還債務，產生連鎖反應，危及美國高達 3 萬億美元
（約 23.4 萬億港元）的商業按揭債務市場，埋下新一
波金融危機的伏。
　　投資大亨伊坎（Carl Icahn）早前接受 CNBC 訪

問時直言，自己正沽空商業房地產按揭相關的債券，
指有關市場步向爆破，情況令他想起 2008 年初期由次
按帶來的房地產危機。
　　如何能化解這個潛在危機？不就是「保企業、保
就業、保經濟」，業主不能沒有租客，更不能沒有值
得信賴的租客，在這危急關頭，業主與租客確實需要
統力合作，達成雙贏、以至三贏（連同員工）的方案。
　　以美國擁有 2,400 間分店的床上用品店 Mattress 
Firm 為例，近日已向業主發信，表示願意以減租換取
更長的租約。
  加州地產商 Irvine Company Retail Properties 亦
容許零售商戶延遲交租 90 日，及免除自 1 月起的利
息，為期 1 年。
　　與其等政府出手幫忙，倒不如自救，尤其美國目
前情況勢變得更混亂。

封城商戶不交租 美或重演次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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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眾院通過2萬億美元刺激經濟方案，交總統特朗普簽署，道指跌
幅收窄，惟收市前半小時跌勢突加劇，急跌逾900點

英國首相確診新冠肺炎，加上美國病例成為全球最多，投資者趁假
期前沽貨，道指曾挫逾千點

拆局

　　美國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超越中國，市場憂慮疫情進一步惡化，美股受
壓。圖為紐約封城後，中央車站乘客稀疏。 （新華社圖片）

道指全周漲12.8% 82年最佳
　　該法案主要內容包括向大多數成年美國公民派發 1,200 美元資助，以及為小
企業僱員提供幫助。在參議院一致通過的計劃包括一次過向個人發放款項，加強
失業保障，為醫療服務注入額外資金，並向企業提供貸款和補助以免裁員。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法案可減輕疫情的破壞力，她預
期有更多計劃支援經濟復甦。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成為首位西方國家領袖確診新冠肺炎，加
上美國確診個案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國家，美股周五早段急挫，道指
瀉逾 1,000 點。
　　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3 月份報 89.1，遠低於 2 月份數據的 101，差過
市場預期的 90，是 2016 年 10 月的最低水平，亦是近 50 年來第 4 大單月跌幅。
　　美股過去 3 日暴升逾 2 成，市場憂慮周末疫情進一步惡化，趁假期前沽貨套
利，道指早段跌 1,082 點，低見 21469 點；本港今晨 4 時（即收市），道指跌
915 點，報 21636 點，標指及納指跌 88 及 295 點，報 2541 點及 7502 點。
　　約翰遜及生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先後確診，英股跌勢加劇，富時
100 指數收市跌 5.3%；歐股同受拖累，Stoxx 600 指數收市跌 3.3%。
　　英鎊先跌後回穩，升 2.1%，報 1.2458 美元，兌港元報 9.663。歐元升 0.8%
至 1.1122 美元。加拿大再次減息半厘，將隔夜基準利率減至 0.25 厘，加元受
壓，仍升 0.2%，報 1.3985 加元兌 1 美元。美指數跌 1%，報 98.4。
　　資金流向避險資產，日圓急升 1.6%，報 107.87 兌 1 美元，每百日圓報
7.1853 港元。美國 2 年及 10 年債息大跌至 0.234 及 0.6872 厘。惟黃金再現沽
壓，跌 0.6%，報 1,621.76 美元。
　　美股捱沽，另一原因是油價下挫，紐約期油及倫敦布蘭特期油最多跌 7.6%
及 8.4%，至 20.88 及 24.13 美元，主因美國暫停購買石油戰略儲備。
　　美股今次由高位跌逾 2 成，技術上由牛轉熊只花了 11 日，為史上最短時間。
誰又估到美股由低位升逾 2 成，技術上由熊轉牛，同樣創史上最短時間，而過去
3 日暴升 21%，更為 1931 年以來最大 3 日升幅。

新冠肺炎肺炎冠肺炎

地區 收報（點） 昨變幅

美國道指 21636 -4.1%

美國標指 2541 -3.4%

美國納指 7502 -3.8%

歐洲
Stoxx 600 310 -3.3%

英國 5510 -5.3%

法國 4351 -4.2%

德國 9632 -4.2%

日本 19389 +3.9%

南韓 1717 +1.9%

香港恒指 23484 +0.6%

中國滬指 2772 +0.3% 

眾院通過刺激經濟方案 道指收市跌915點
美消費者信心近4年低 油價曾挫8%

繼 美國國會參議院周三（25 日）一致通過 2 萬億美元（約 15.6 萬億港
元）刺激經濟法案後，眾議院周五（27 日）亦以口頭表決通過這項史

無前例的法案，並迅即交予總統特朗普，特承諾會立即簽署。道指全周累升
12.8%，為 1938 年最佳一周表現。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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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貨幣為人民幣；（ ）內為按年變幅

3大內銀盈利表現皆符預期
項目 工行（01398） 中行（03988） 交行（03328）

全年純利 3,122.2億元（+4.9%） 1,874.1億元（+4.1%） 772.8億元（+5.0%）
派息 每10股2.628元（+4.9%） 每10股1.91元（+3.8%） 每股0.315元（+5.0%）

現價股息率 5.5厘 7.2厘 7.3厘
淨利息收益率 2.24%（-6點子） 1.84%（-6點子） 1.58%（+7點子）
不良貸款率 1.43%（-9點子） 1.37%（-5點子） 1.47%（-2點子）

撥備覆蓋率 199.32%
（+23.56個百分點）

182.86%
（+0.89個百分點）

171.77%
（-1.36個百分點）

核心一級
資本充足率

13.20%
（+0.22個百分點）

11.30%
（-0.11個百分點）

11.22%
（+0.06個百分點）

未來關鍵 1. 寬鬆貨幣環境下淨息差走向  2. 疫情對資產質素的衝擊

　　港府昨天宣布抗疫新策，類近國
際主流做法，但昨天本地單日新增染
疫人數再破頂，官方要遏止疫情蔓延
的趨勢，就要提供誘因鼓動商企，實

行更嚴厲政策，減少社交接觸，兼帶頭
創造臨時職位，穩住基層收入。

港未停餐廳晚市 可靠補貼推嚴例
　　特首昨承認，近日的禁酒建議未有「對
症下藥」，最終公布聚會以 4 人為限、餐飲
業須減少客量、健身室和戲院等全要關閉。
增加人際距離的大方向正確，但新冠肺炎新
增個案，昨天再創 65 宗新高，令人擔憂，為
免前功盡廢，港府也應參考外國更嚴格的措
施，且考慮以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全方位
穩住就業，緩減抗疫政策的經濟衝擊。

　　目前，德國只准餐廳營運至傍晚 6 點，
英國只准做外賣或自取生意，連本港飲食界
議員張宇人，也主張晚市只做外賣。港府出
手應對輸入疫情，面對隱形帶毒者觸發多個
感染群組，確診衝高，若未見回落的趨勢，
官方或要進一步限制餐廳營業時間，或下令
轉做外賣，即使影響民生經濟，都要狠下決
心嘗試切斷感染鏈。
　　今次疫情百年一遇，如果新症增幅不下
跌，生意定難復甦，藉庫房助商家嚴格抗疫，
已無可避免。新加坡剛向新財政預算案大幅
追加約 2,600 億港元，抗衡官員口中獨立以
來最嚴重的經濟萎縮、這世代最嚴峻的危機，
當中超過三分一是保就業，包括補貼餐飲服
務及航空旅遊業者薪金高達 50% 和 75%，還
承諾隨時加碼。

　　香港比星洲多經歷了半年反修例運動，
商企尚未復原就要抗疫。有連鎖酒樓近日響
應防疫全停業 1 個月，但員工須悉數停薪。
本港 2 月的 3.7% 失業率乍看不高，卻尚未反
映很多打工仔正支取無薪假或年假，隨時有
失業之虞，而且更現實的，是即時賺取的人
工收入，已經大大減少，生活已經出現困難。

創造臨時職位 保失業者生計
　　商家是否捱下去，隨時只是一念之差。
最近各國派錢支援企業、商界，都標榜極短
時間到位，如三星期支票到手，政府若能盡
快發放對商企和個人的抗疫支援，至少能一
振士氣。特首只透露，新一輪抗疫基金支援
以不裁員為前提，細節暫缺，獅城的僱傭資
助配對，也可成為借鏡。

　　非常時勢，需要非常手段穩就業。星洲
最近安排了正停工的航企員工，全國宣傳抗
疫。港府為本地最大僱主，是否也可考慮新
增臨時職位，找生計受挫的打工仔當新冠肺
炎熱接生、居家防疫監察員，解決近日
廣受詬病的問題？以實質的職位穩就業。
　　歐美疫情爆發促成香港新一波疫情，新
增染疫人數暴增，本地口罩荒雖近期略有紓
緩，但缺口仍大，而過去兩星期新增確診人
數持續攀升，早晚為醫療體系帶來壓力，負
氣壓病房、隔離病床、醫護人手 ，將承受巨
大壓力。
  政府是抗疫主舵手，既要提供誘因鼓動
商界，攜手協力，保持有效營業，更要大刀
闊斧地抗疫，帶頭開創新職位，穩住岌岌可
危的勞工市場。

政商協力減群聚 港府創新保就業

數據截至本港今晨4時

歐美股市周五受壓 亞洲升歐美股市周五受壓 亞洲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