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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兩日累升 1831 點
三大成交金額股份
股份名稱
(上市編號)

收市價
(元)

成交金額
(億元)

騰訊控股(700)

380

136.64

阿里巴巴(9988)

179.7

50.28

建設銀行(939)

6.33

47.29

手機設備股上揚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升幅

高偉電子(1415)

1.58

25.40%

信利國際(732)

0.89

14.10%

通達集團(698)

0.455

12.35%

華顯光電(334)

0.445

5.95%

舜宇光學科技(2382)

109.5

5.90%

內房股有追捧

恒指昨收報 23527 點，全日升 863 點或 3.8%，重上 10 天線，成交 1511.6 億元。 中通社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智榮報道：美股道指周二報復式急彈逾 2000
點，刺激港股昨日再漲 863 點，收復 10 天線，兩日累彈 1831 點。白宮及
參議院就 2 萬億美元紓困方案達成協議，道指期貨曾於昨日亞洲時段升逾
500 點，惟晚上轉跌，恒指夜期也跟跌，截至昨晚 11 時 30 分，夜期報
23378 點，低水 149 點。有分析預計，恒指短期阻力在 24400 水平。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美國於周一晚公布無限量購買國債及按揭貸款證券，
帶動投資級別債券價格回穩，紓緩市場對高槓桿債券
爆破的擔憂，也緩解了市場緊張氣氛，刺激美股於周
二晚顯著反彈，同時推動港股昨日重上 10 天線，配合
大市成交增加至逾 1500 億元，顯示投資者加快入市，
為大市短期見底信號，意味美國 20 萬億美元的救市措
施對股市展現效力。

港股料上試 20 天線
不過，彭偉新認為，大市整體氣氛仍相對審慎，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不明朗影響，現時情況不同於過往的
金融危機，疫情將廣泛影響經濟活動等基本面，港股
後市繼續受美股表現左右，須觀望美國國會是否如預
期通過振興經濟方案，以及疫情發展，恒指短線阻力
在 20 天線，即 24482 點水平，下方支持位看上周低位
約 21139 點。
勤豐證券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連敬涵指出，港股近
日回升屬技術性反彈，料 24000 點有阻力，不排除升
至該水平有獲利盤，建議投資者在該水平減持，短期
恒指很大機會在 23000 點整固。
憧憬美國政府財政刺激法案通過，港股昨日高開

交銀國際：市場最恐慌時刻已過
【香港商報訊】交銀國際(3329)昨公布 2019 年度業
績，去年淨利潤 5.01 億元，按年增長 22.8%，派末期
息 每 股 9 仙 。 期 內 ， 總 收 入 15.7 億 元 ， 按 年 增 長
5.8%。截至去年底，公司總資產為 187.3 億元，按年增
長 29.5%。
各項業務方面，經紀業務的佣金及手續費收入，按
年下跌 28.5%至 1.18 億元。企業融資及承銷業務的佣
金及手續費收入，按年倍增至 1.2 億元。投資及貸款收
入按年升近 26%至 9.1 億元。

交銀國際(3329)
去年業績摘要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升幅

中國恒大(3333)

12.4

20.62%

旭輝控股集團(884)

5.18

10.45%

保利置業集團(119)

2.75

9.56%

中國海外宏洋(081)

4.47

9.02%

中國奧園(3883)

8.99

8.97%

592 點，報 23255 點，早市最多升逾 800 點，午後初段
升幅曾收窄至 398 點，低見 23062 點。其後市傳人行
正考慮降基準存款利率，港股尾市最多升 905 點，高
見 23569 點，最終恒指收 23527 點，全日升 863 點或
3.8%，重上 10 天線，大市成交 1511.6 億元。國指收報
9529 點，升 345 點或 3.8%。

藍籌股普遍向上
股王騰訊(700)昨日升 4.1%；友邦(1299)飆 6.6%；
控 (005) 漲 2.7% ； 建 行 (939) 升 1% 。 中 移 動 (941) 跌
0.9%，為表現最差藍籌。萬洲(288)去年多賺 31%，大
和升評級至 「買入」，全日飆 11.2%，為升幅最大藍
籌股。
內地下調存款利率傳言刺激內房受追捧，恒大
(3333)急升 20.6%；融創(1918)升 7.2%；中海外(688)漲
4.6%。東京奧運決定延期至明年舉行，體育用品股走
高。安踏(2020)被大摩降目標價，仍升 9.2%。李寧
(2331)急升 7.4%；特步(1368)漲 3%。
據報蘋果將於下月初開始分批重開門店，手機設備
股 上 揚 ， 舜 宇 光 學 (2382) 升 5.9% ； 富 智 康 (2038) 揚
4.6%。瑞聲(2018)去年盈利大幅倒退 41%，毛利率按
年下跌 8.6 個百分點至 28.6%，股價仍升 4.3%。

中海油海陸作業
已全面復工

項目

金額(億元)

升幅

收益及其他收入

15.70

5.8%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中國海洋石
油(883)昨公布 2019 年度業績，期內收入上升 2.4%
至 2331.99 億元(人民幣，下同)，油氣銷售收入達
1971.7 億元，淨利潤升 15.89%至 610.45 億元，高
於市場預期的 576.83 億元，每股盈利 1.37 元，派
末期息 0.45 港元，較去年升 12.5%。

總支出

10.65

0.3%

估今年盈利表現不如去年

管理資產規模七成在灣區

稅前利潤

5.32

21.4%

交銀國際副首席執行官蘇奮在業績會議上表示，
在大灣區布局方面，交銀國際的管理資產規模大灣
區佔整體 70%，有效客戶大灣區佔 84%。此外，交銀
國際成立了深圳分公司，與廣東省內的分行有良好
的溝通渠道，集團將發揮牌照優勢，包括私募股
權、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QDIE(合格境內投
資企業)，當中會以 QFLP 為重點，拓展跨境投融資
業務，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資金雙向流
動。
展望未來金融市場表現，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及研
究部主管洪灝表示，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的概率

全年盈利

5.01

22.8%

每股盈利

18 仙

20%

末期息

9仙

12.5%

中海油首席執行官徐可強在全年業績電話會議上
表示，在目前低油價環境下，公司今年資本開支預
算及產量目標將有一定調減，而公司早前對今年資
本開支預算為 850 億至 950 億元，產量目標為 5.25
億桶，目前未決定調減幅度。面對當前環境，公司
會透過嚴控投資節奏、強化技術及優化產量結構等
措施應對，但若當前油價水平持續一段時間，估計
公司今年盈利表現或不太可能如去年般。
另外，董事長汪東進稱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
來，公司已實行嚴格措施，海上及陸地作業在 2
月中已全面復工，公司今年首兩個月產量按年仍
有增長，疫情對生產經營影響有限。

是零，呼籲投資者不必過度恐慌，美聯儲採取無限量
QE 後，市場反應正面，加上美國不少企業保障員工
收入，都對經濟有幫助，投資者不要低估央行能力和
人道主義精神帶來的影響，坦言 「最恐慌的時刻已發
生在前天(24 日)」。

TVB 虧損擴至 2.95 億

中人壽去年純利勁增逾 4 倍
【香港商報訊】記者潘晶報道：中國人壽(2628)昨
公布截至 2019 年底全年業績，期內公司純利達 582.87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大幅增長 411.5%。期內公
司收入合計 7294.47 億元，按年增 16.3%，其中總保費
收入為 5670.86 億元，按年增長 5.8%，繼續保持行業
領先地位。每股收益 2.05 元，按年大增 425.8%。核心
償付能力充足率和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分別達
266.71%、276.53%。公司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現金股
息每股 0.73 元(含稅)。

疫情對公司業務有影響
公司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於國
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
的特徵更明顯，全球動蕩源及風險點顯著增加。業
績報告中又指，今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期
內對公司業務帶來一定影響，公司已通過多種方式
保障業務有序展開，但內地經濟韌性十足、潛力巨
大，公司將持續關注並積極應對疫情帶來的相關影
響。
中人壽又表示，會持續加強對複雜風險因素分析，

中國人壽(2628)全年業績摘要

【香港商報訊】電視廣播(511，TVB)昨晚公布去
年業績，收入減少 18%至 36.5 億元，虧損擴大至
2.95億元，若撇除星美債券3.3億元的公平值虧損，
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3500萬元。董事局建議派末期
息每股0.2元，按年減少71%，全年派息0.5元。
收入方面，來自廣告客戶的收入減少 22%至 19.1
億元，來自新媒體 myTV SUPER 及大台網業務的
收入合計上升至 5.7 億元，升幅為 17%。TVB 指，
myTV SUPER 總登記用戶已超過 830 萬，按年增
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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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cd.com

郵儲銀行去年
淨利潤 610 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鄧建樂報道：郵儲銀行(1658)
在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中率先公布 2019 年度業績，這
是郵儲銀行登錄 A 股後交出的首份年報。年報顯
示，郵儲銀行淨利潤達 610.36 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增長 16.52%。其 2019 年度現金股息為每 10 股
2.102 元(含稅，約 2.3 港元)。
得益於天然的零售基因和業務稟賦，郵儲銀行近
4 萬個營業網點深度下沉，覆蓋內地 99%的縣(市)。
截至 2019 年末，郵儲銀行個人客戶數達 6.05 億戶，
服務超四成中國人口，管理的零售客戶資產(AUM)
超過 10 萬億元。

積極推進外源性資本補充
在穩定內源性資本增長的基礎上，郵儲銀行積極推
進外源性資本補充。截至 2019 年末，該行核心一級
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及資本充足率分別為
9.90%、10.87%及 13.52%。今年 3 月該行成功完成 800
億元的永續債發行，募集資金能夠提升該行資本充足
率約 1.67 個百分點，抵禦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
另 外 ， 該 行 不 良 貸 款 率 0.86% ， 與 2018 年 末 持
平，持續低於行業平均水平的一半；不良貸款與逾
期 90 天 以 上 貸 款 比 例 147.55% ； 撥 備 覆 蓋 率
389.45%。去年銀行全面提速金融科技建設，資訊科
技投入達 81.80 億元，佔營業收入比例為 2.96%。
2019 年 12 月 10 日，郵儲銀行在上交所上市，融資
327 億元，成為 A 股近 10 年來最大規模 IPO。

旺角小型住宅地明截標
料中小型發展商垂青
【香港商報訊】旺角新填地街及上海街地皮將於
本 周 五 (27 日) 截 標 ， 該 項 目 地 段 屬 九 龍 內 地 段 第
11238 號，位處旺角新填地街及上海街，可建樓面約
2.4 萬平方呎，將以地盤 A 及地盤 B 發展，地盤面積
分別逾 1100 平方呎及逾 1500 平方呎。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表示，是次推出的地皮位
處旺角，地理位置方便，區內新供應不多，加上規模
細，投資金額較少，料受到中小型發展商垂青。惟項
目的地盤面積及規模較細，料影響經濟效益，將反映
在出價上。而因應近期市況波動，投資氣氛受壓，項
目最新估值約 1.83 億元，較之前下調約一成。
林子彬又指出，項目屬小型地皮，料可建 2 幢 20
層以內之商業/住宅綜合項目，各以 1 梯 1 伙設計，
主打開放式及 1 房細單位，估計可提供 30 多伙，礙
於實用率偏低，經濟效益將有所影響。然而，由於
項目位置方便、且涉及投資銀碼較少，相信仍可吸
引中小型發展商入標，若以每平方呎 7600 元樓面地
價計算，項目估值約 1.83 億元。

預計將發展成細單位出售
中原地產測量師張競達則認為，該住宅地屬市區
罕貴地皮，交通四通八達，惟景觀欠奉。地皮規模
太小，形狀奇怪，加上分成兩個細地盤，設計開則
非常困難，發展時亦有一定限制，料實用率不高，
預計將發展成細單位出售。張氏預計該地最高可建
樓面面積約 24462 平方呎，料每呎樓面地價約 5000
元，總值 1.2 億元。

旺角小型住宅地資料
地段
編號

地點

九龍旺
九龍內
角新填
地段第
地街及
11238 號
上海街

預計最高 樓面
估值
地皮面積
樓面面積 呎價
(億元)
(平方呎)
(平方呎) (元)
2718

24462

5000

1.2

資料來源：中原地產

市場
動態
瑞聲 Q2 訂單逐步恢復正常
瑞聲科技(2018)昨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年度業績，股
東應佔溢利 22.22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下跌
41.45%，每股盈利 1.84 元，不派末期息。管理層指
出，考慮到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公司決定採用謹
慎的處理方法，預留更多現金發展業務，未來給予
投資者中長期回報，所以決定不派末期息。
管理層稱，受疫情影響，第一季有個別訂單出現
延遲情況，但第二季客戶訂單已逐步回復正常；受
歐美疫情影響浮現，第三季訂單影響仍須觀察，但
有信心完成公司光學業務目標。公司對 5G 發展樂
觀，會繼續專注提升鏡頭及電磁傳動馬達等產品的
良率和技術，為 5G 大趨勢作準備。

大新金融去年少賺 10.8%
大新金融(440)昨公布 2019 年度業績，去年盈利為
17.07 億 元 ， 按 年 下 跌 10.8% ， 末 期 息 每 股 1.08 港
元。期內，淨利息收入 41.3 億元，按年跌 2.1%。淨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11.4 億元，下跌 1.3%。信貸減值
支出按年上升 53%至 3.57 億元。旗下大新銀行(2356)
去年盈利為 22.4 億元，按年跌 9.7%，末期息每股 35
仙。期內，淨利息收入為 40.73 億元，按年跌 2.2%。
淨息差收窄 14 個基點至 1.87%。

項目

金額(億元人民幣)

升幅

收入合計

7294.47

16.3%

保險業務支出
及其他費用

6776.9

9.1%

資產合計

37267.34

14.5%

保誠推新冠肺炎保障

純利

582.87

411.5%

每股收益

2.05 元

425.8%

末期息

0.73 元

356.3%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蔓 延 ， 英 國 保 誠（2378）推 出
「
pulse」手機應用程式，為本港市民提供保障。即
日起至 4 月 24 日，首 30 萬名登記的、現居香港、持
有效香港身份證的 18 歲或以上市民，可獲得總保額
11 萬元的保障。保誠保險行政總裁容佳明指，面對
全球疫情持續蔓延，香港社會經濟及市民生計深受
影響，因此決定加推新型冠狀病毒保障，希望令香
港市民在面對健康挑戰時感到更安心，一起共渡難
關，未來會根據市場狀況，決定是否延長保障期及
保障額。

努力推動公司高質量發展，預期 2020 年度，資金能
夠滿足保險業務支出以及新的一般性投資項目需
求。同時，為推動公司未來發展戰略的實施，公司
將結合資本市場情況進行相應的融資安排。

電視廣播昨晚公布去年全年業績，收入減少
18%，而虧損擴大至 2.95 億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