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內地訪客成為香港保險業的重要
「米飯班主」之一，據保險業監管局數

據，2016年內地訪客的新造保單保費達
727億元，貢獻香港保險業個人業務約

40%，達到高峰。2017 至 2018 年，該比例維持在約
30%。2019年因黑暴的傷害，佔比下跌至25%。2020
年疫情來襲，限制跨境人流措施持續，內地訪客的新
造保單保費按年大跌84.3%至68億元，佔個人業務總
額僅5.1%。

5年時間，內地訪客的新造保單保費由超過700 億
元收縮至68億元，貢獻香港保險業個人業務的佔比，
由40%銳減至5.1%，保險公司的生意自然大受影響。

疫情拖累香港業務
香港保險公司缺失了舉足輕重的內地客源，對生意

有多大影響呢？據友邦2020年財報顯示，集團業務集
中在亞洲市場，主要包括香港、內地、泰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2020年香港的新業務價值跌幅在所有
市場中最顯著，按固定匯率計，新業務價值按年下跌
66%至5.5億美元(約42.85億港元)，貢獻整體新業務價
值不足兩成，佔比較往年下跌。

至於英國保誠，據2020年財報顯示，香港新業務利
潤按年大減61.5%至約7.87億美元(約61.31億港元)，
佔亞洲市場新業務利潤約 36%，較 2019 年的佔比約
58%勁減22個百分點。

宏利方面，2020年集團在亞洲的新業務價值為18億
美元(約140.22億港元)，當中香港的新造業務價值為
36億元，按年下降14%。

以上三大外資保險公司的香港業務，在疫情影響之
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事實上，今年以來它們的
股價下跌，正反映此因素。如果了解它們的業務版
圖，那麼大概能掌握它們的生意受封關影響的程度，
對其投資價值也有參考作用。

香港市場舉足輕重
宏利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公司主要在加拿大、

亞洲及美國提供廣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人壽保
險、醫療保險、團體退休金計劃、再保險服務及投資
管理服務。

撇開疫情等因素，參考2018年財報，亞洲是宏利的
最大市場，貢獻集團整體新業務價值約 82%，加拿
大、美國則分別貢獻12%及不足6%。宏利在亞洲涉足
11個市場，包括香港、澳門、內地、日本、新加坡、
越南、印尼等。2018年，香港市場貢獻亞洲新業務價

值約四分之一。
在亞洲成立的友邦，業務上專注發展亞太區，總部

設在香港，業務覆蓋亞太區內18個市場，包括內地、
香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同樣剔除疫情因
素，追溯友邦2018年財報，香港是最大市場，貢獻新
業務價值41%，其次內地貢獻23%，換言之中國市場
佔友邦業務逾六成江山。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合
共貢獻30%。

保誠主要於亞洲、非洲及美國提供金融服務，總部
位於英國倫敦，在亞洲的業務版圖遍及香港、內地、
新加坡、印尼及馬來西亞等。2018年美國經營溢利佔
比33%；亞洲的經營溢利佔整體38%，在各市場中佔
比最高；香港在亞洲市場中最賺錢，貢獻亞洲經營溢
利20%。

由此可見，對友邦、宏利、保誠而言，香港市場對
於亞洲業務舉足輕重，香港業務的起伏對公司盈利存

在較大潛在影響。香港是外資保險公司在亞洲的
重要市場之一，恢復通關似乎是刺激香港業務復
蘇的關鍵因素，畢竟內地訪客是行業的重要客
源。但短期而言，香港業務的增長只能全靠本地
客戶。

保誠變陣專注亞洲
值得一提的是，保誠近年正調整業務版圖。集

團早前完成分拆美國業務Jackson於美國上市，管
理層表示，Jackson分拆完成後，英國保誠的業務
將專注於亞洲及非洲市場，提供人壽及健康保險
及資產管理產品。此舉意味保誠成為另一間主打
亞洲壽險的保險公司，直接與友邦對壘，也意味
保誠的股價日後將對亞洲市場更敏感。

事實上，保誠早於2010年在香港以介紹形式上
市，但集團在香港上市前，已先後於倫敦及紐約
交易所上市，香港是集團第三個上市地。但由於
集團當年以介紹形式上市，並無在公開市場發行
新股，令多年來股份市場流通量偏低。保誠早前
在香港交易所配股逾 1.3 億股、集資最多 225 億
元。集團解釋，發新股目的之一，是希望擴大投
資者基礎、增加股份流通量，繼而成為恒生綜合
指數成分股，並被納入 「港股通」。

提高股份流通量理論上有利股價，但基本因素
更值得關注。低基數加上改變策略，友邦、宏
利、保誠上半年業績均有反彈。按實質匯率計
算，友邦上半年新業務價值按年增長29%至14.1億
美元(約109.98億港元)，其中香港的新業務價值為
3.13億美元(約24.38億港元)，按年上升2%。

另外，宏利香港上半年新造業務價值錄得 23
億元，按年增長 31%。保誠上半年新業務利潤增
長 25%至 11.76 億美元(約 91.61 億港元)，但香港
新業務利潤按年下跌 13%至 3.53 億美元(約 27.50
億港元)。

三大外資保險公司有幾傷？
通關遙遙無期痛失內地客 前海為香港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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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前海從誕生那一刻開始，就定位為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並且肩負

支持、幫助甚至帶動香港服務業發展
的重大使命。早在 2010 年前海成立不

久，便有香港工商界人士前往前海考察，其中有部
分香港工商界人士指出，前海要發揮功能作用還有
待時日，因為當時前海還是一片灘塗，交通不便，
按照香港的建設速度，沒有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時間
恐怕難成氣候，特別是前海面積太小，要在未來與
香港的合作之中扮演積極角色，甚至要發揮輻射和
促進香港的作用，將會受到很大局限。有香港專業
人士認為，擴容前不到15平方公里的前海無論怎麼
提高集約化程度，所能夠形成的經濟體量畢竟有
限，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將有限。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府都對前海與香港的合
作高度關注和重視，對於前海發揮支持和幫助香港
的功能寄予厚望。而香港是一個傳統服務業高度發
達的城市，服務業佔香港經濟總量達到九成以上，
金融、貿易、航運、會展、旅遊、物流、餐飲、會
計、法律、資訊等傳統服務業十分發達，且一應俱
全，雖然擴容之前的前海現代服務業定位很高，譬
如，創新金融、現代物流、信息資訊、科技與專業
等領域的高端服務，但這些產業與香港的服務業交
集有限，如果前海不擴容，沒有碼頭、沒有機場、
沒有會展、沒有科技園的前海，與香港的合作空間
必然受到限制。

前海擴容條件成熟可行
再來看前海在廣東三個自貿試驗區中的特殊地

位，雖然廣東自貿試驗區包括了前海蛇口、南沙、
橫琴三個區塊，但廣東自貿區的核心在前海，如果
前海這個核心區發展受到限制，產業不齊全，輻射
帶動能力不足，那麼，整個廣東自貿區的功能也將
會大打折扣。由於前海不僅承擔國家自貿試驗區
戰略實踐者的角色，更為重要的在於肩負推進深
港融合、支持和促進香港繁榮穩定，以及探索人民
幣國際化等重大使命，因此，只有把前海做大做
強，才能不辜負習主席和中央政府對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示範區乃至整個廣東自貿區所寄予的厚
望。

從擴容前的前海發展情況來看，海內外企業對前
海可謂趨之若鶩，據前海公布的數據表明，截至今
年上半年，在前海註冊的企業多達13萬家，僅落戶
前海的港資企業就有 11500 多家，據預測，可能不
需要多久，小小的15平方公里將容不下蜂擁而來的
各路企業。如果真有一天外來企業望前海而興歎，
因無法進入前海而遠走他鄉異國，這無論對前海還
是對國家都絕非一件好事，對前海與香港的合作也
十分不利。

前海擴容不僅是深港合作的需要，而且也是國家
改革開放發展大勢的要求。先從國家自貿試驗區擴
容情況來看，自2013年9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
式掛牌以來，到目前已經擴展至內地共有21個自貿
試驗區，分布於內地東中西各個省份。而上海自貿
區則已經實施了擴容，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掛牌
時，面積範圍只有28.78平方公里，擴容之後的上海
自貿區總面積達到了120.72平方公里，使得上海自
貿區內部形成了特色各異、定位不同的四大片區，
以利於其發揮整體綜合效應。全國和上海自貿試驗
區的擴容經驗表明，前海的擴容大勢所趨。

前海擴容不僅必要，而且條件極為成熟和可行。
其實，與前海連成一片的珠江口東岸、寶安區西部
沿海，還有大片優質土地，這是前海擴容最好的選
擇。這裏既有國際機場深圳寶安機場，又有國際航
運碼頭蛇口碼頭和大鏟灣碼頭，還有全球最大的會
展中心深圳新會展中心。這裏有很好的體育、生
活、旅遊等一系列服務配套設施，很快這裏還將崛
起騰訊企業科技園。恰好，中央最新公布的前海擴
容方案正是涵蓋了與前海前後相連的深圳南山與寶
安西部沿海地區。

顏安生

香港金融業發達，競爭也相當激
烈。保誠(2378)在8月傳因生意下
滑裁員200人，無獨有偶，競爭對
手友邦(1299)隨後高調宣布，年底
前在港增聘 250名員工。同一行
業，一邊炒人，另一邊請人，耐人
尋味。事實上，友邦、保誠、宏利
(945)三大外資保險公司在香港保
險市場佔領先地位，但近年生意同
受新冠肺炎疫情打擊，到底香港市
場對它們有多重要？

香港商報記者 志成

金融
瞭望

外資保險公司近年生意受疫情打擊外資保險公司近年生意受疫情打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外資險企2020年香港新業務價值
保險公司

友邦(1299)

保誠(2378)

宏利(945)

資料來源：公司財報

業務版圖

亞太區

亞洲、非洲

亞洲、加拿大、美國

香港新業務價值(億元)

42.9

59.02

36

按年變幅(%)

-66

-61.5

-14

新造保費（億元）

88.76

59.12

60

按年變幅(%)

-52.4

-63

-10

《魷魚遊戲》一劇最近風靡全球，上
架短短一周便榮登全球Netflix排行榜第
一名，創下亞洲影集在該國際串流平台
上首度奪冠的紀錄，亦帶動兩家間接受

惠公司Bucket Studio及Showbox股價上月16日至本
月4日之間，分別上揚58.9%及44.1%，表現令人振
奮。回顧近年環球影視發展，韓國的影視娛樂由亞
洲衝出國際，內地及香港的影視卻裹足不前，娛樂
事業猶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但若加以發展，相信
不但可以帶動社會發展創造更多收入，更能作出軟
性社會教育。

中國電影股價有上升空間
說到環球影視，必定會想到美國華特迪士尼、日

本東寶、中國電影(600977)，以及韓國 CJ ENM 及
Studio Dragon。韓國影視業近年發展迅速，娛樂業
便佔國家總 GDP15%。CJ ENM 為韓國第一媒體娛
樂公司，雖然不及華特迪士尼歷史悠久，市值約為
迪士尼的 0.009%，但收入卻是它的 4.6%。由此反

映，韓國影視企業雖小，但吸金小點子多，偶像打
造的經營學，以至周邊商品策略，為韓國影視創造
高效益及可觀的收入，同時亦能塑造多元化的國際
形象。反觀中國視業一哥中國電影，企業市值雖比
CJ ENM大1.4倍，收入卻只有其三成，反映收入效
益有改善空間，有需要擴大作品的受眾面。

回應本文的標題，因題材監管，《魷魚遊戲》反
映社會困況的主題可參考卻不能複製。中國影視大
多以中華抗戰、古裝武俠、穿越時空及青春愛情劇
為主題。抗戰題材能喚起愛國之心，而一些青春題
材大多是業餘的消遣工具，不能引起共鳴，因此題
材及劇本規劃尚有不少改進空間。要改變國際對中
國的誤解，從影視業入手是最好的選擇，讓國際以
更放鬆的姿態了解中國，提升國家的軟實力。若中
國影視業能吸收此要點，並作出改變，相信股價亦
能有上升的空間；相反，若故步自封，中國影視股
份吸引力不大。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 龐寶林
（作者或其客戶持有華特迪士尼 逢周二刊出）

中國能否成就下一個《魷魚遊戲》
基金
創富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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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指南，马经、波经、彩经必将令您的阅
威到位的股市分析，精彩的粤港两地生活消
有价值的时事评论。热辣多元的财经资讯和权
接起来，每天为您送上港味十足的热点新闻和富
做桥樑报、服务报，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大湾区连
报；作为「财经大报，商界平台」，香港商报致力於
香港主流大报，也是中央政府特许在内地发行的唯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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