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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保費融資產品回報高？
隱藏伏位要格外留神
越來越多零售銀行推出保費融
資貸款。
資貸款。
資料圖片

全球央行普遍實施寬鬆政策，隨
低息環境持續，資金氾濫令貨幣
有貶值趨勢，近年投資市場掀起融
資熱潮，一方面可受惠低息周期，
另一方面可利用槓桿放大回報，為
財富增值。其中，保費融資是近來
備受投資者關注的一種投資概念，
市場上部分安排聲稱年化回報率可
達 9 厘。保費融資是什麼？回報果
真如此吸引？當中又有什麼風險？
香港商報記者 志成
保費融資是指投資者向銀行借錢買保
險，再將有關保單抵押給銀行，銀行將
視乎保單的價值批出貸款金額。事實
上，保費融資的概念與樓宇按揭的安排
相近，即買家向銀行借錢買樓，物業會作為銀行按揭
的抵押品，貸款金額會與樓價掛。
為什麼要向銀行借錢買保險呢？每人財務需求不盡
相同，部分人可能希望保留現金流，又或因保費預算
不足等。若將保費融資視作一種投資工具，誘因就是
賺取保單回報與銀行利率之間的息差。現時銀行為保
費融資提供的貸款利率一般只有約 1 厘至 2 厘，坊間
有儲蓄成分保單的內部回報率(IRR)，平均有 3 厘至 5
厘，投資者便可從中賺取息差 「套息生財」。若計及
保費融資的槓桿，回報更可高達 9 厘或以上。
值得一提，不是所有類型的保單都可以進行保費融
資安排，常見適用於保費融資的保險為萬用壽險，即
同時兼具保障和儲蓄成分的保險。萬用壽險的首日退
保價值一般為已繳保費的 80%或以上，所以更適合用
作抵押品。

以往保費融資的入場費較高，一般屬私人銀行的產
品，主要針對高淨值客戶。隨低息環境令融資需求增
加，越來越多零售銀行推出保費融資貸款，而且入場費
是散戶普遍可負擔水平，部分低至20萬至30萬元。
保費融資的玩法不算太複雜，舉個例子，假設客戶
欲買一份總保費為 100 萬元的保險，首日退保價值為
80 萬元，以 90%的貸款成數計，客戶可向銀行借得 72
萬元。換言之，客戶只須出資 「首期」約 28 萬元，即
可買入保險享受財富增值機會。
保費融資後，客戶每月只須償還利息，毋須償還本
金。與買樓做按揭類似，銀行亦就保費融資提供 H
按、P 按等利息方案。以本港其中一間中資銀行為
例，目前提供的保費融資利率是 H+1.1%，利率上限
設定為 P-2.175 厘(P=5.25%)。上述例子按 10 年貸款期
計算，客戶每月還息金額僅 1000 多元。當貸款到期
時，客戶才須償還本金。

保費融資好處 VS 風險
保費融資組合示例
總保費

119.5 萬元

銀行貸款

約 100 萬元

客戶入場費

194782 元

每月還息*

1742 元

投資年期

9年

總回報率

167.3%

平均每年回報率(IRR)

9.09%

好處

*利率：H+2%(上限 P-2.25%)(P=5%；H=0.09%)

風險

套息生利，同時利用
槓桿放大回報

保單回報並非完全保
證，未必達到預期回報率

投資風險相對低，萬
用壽險的回報部分來自
保證分紅

承受利率風險，一旦利
率急升，將增加借貸成
本，直接影響回報

入場費遠低於買樓，
每月利息還款負擔不大

短期內退保，將有潛在
虧損

套現相對簡單，只須
向保險公司提出退保

資金須被鎖定中長年
期，減低資金靈活性

實際的回報率如何？繼續引用上述例子，假設保單
年化回報率為 4%，銀行貸款年利率 2%計算，當中 28
萬元每年賺取 4%回報，即 1.12 萬元；餘下的 72 萬元
每年賺取 2%的息差回報，即 1.44 萬元。未計算複息情
況下，平均每年回報達 9.09 厘。利用保費融資的槓桿
效應，年回報率由原來的 4%放大至約 9%。

本，令還息壓力大大增加。再者，儲蓄保險大多屬於
長期投資工具，以萬用壽險為例，一般需要至少 5 年
後退保才錄得正回報，若短期內退保，將有潛在虧
損，變相資金被鎖定一段較長時間，有流動性風險。

招商局港口(144)中期業績表現優於預期，大摩表
示，根據今年首 8 個月數字，預料今年全年內地出口
按年增長 24%至 25%，今年餘下時間因高基數關係將
維持較溫和增長。該行上調招商局港口今年全年盈利
預測 21%，2022 年及 2023 年盈測則分別上調 11%及
13%。目標價相應自 15.9 元上調至 17.4 元，維持 「增
持」評級。

花旗升中國建築目標價至 11 元
上周施政報告公布了對未來 5 至 10 年的公共房屋和
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政策，花旗表示，鑑於未來 5 年

與 2020 年國慶假期同期相比，今年內
地酒店預訂量增長近兩成、民宿預訂量
增長兩成。上海、杭州、蘇州、廣州、
北京、無錫、成都、西安、重慶、南京
成為國慶假期內地熱門客源地前 10 名。
根據攜程(9961)、同程、驢媽媽、途牛、去哪兒、
飛豬和春秋旅遊等發布的數據顯示，與往年不同，今
年國慶假期，輕旅遊更受歡迎。旅客的機票和酒店預
訂時間更晚、決策時間短，只住1至2晚成為主流。

計出
新角度

三大風險要留意

有金融機構比較市面上不同融資保費組合發現，以
某保單和某銀行的保費融資組合為例，假設保單之保
費為 100 萬元，投資期 5 年的總回報率有可能出現
「負增長」。但如果進行 7 年期或 10 年期等較長年期
的投資，回報則相當可觀。業界人士建議，有意進行
保費融資的人士應選擇信譽良好的保險公司，並以保
費融資產品以 7 年期或以上的中長年期為佳。同時，
應了解銀行的借貸成本，因不同銀行的利率可有很大
差異。
保費融資的入場費雖然比 「上車」低，但金額動輒
數十萬元，對於普通市民不是小數目，加上部分銀行
設有最低開戶存款要求，變相令入場門檻提高。此
外，保費融資的投資年期亦較長，高回報背後或有種
種 「伏位」，投資者進行保費融資前，應向理財顧問
諮詢。

保費融資有不少好處，第一，保費融資可套息生
利，同時利用槓桿放大回報。第二，投資風險相對
低，因萬用壽險的回報有部分來自保證分紅，變相減
低資產價值的波動性。第三，入場費遠低於買樓，而
且每月利息還款負擔不大。第四，套現相對簡單，只
須向保險公司提出退保，扣除銀行的保費貸款和利息
後，餘錢退回客戶。
然而，保費融資並非包賺無賠的投資工具，而且並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投資者必須留意風險。首先，保
單的回報率並非完全保證，未必達到預期回報率，這
將直接影響息差回報，最壞情況更可能要倒蝕息差。
其次，保費融資的本質是借貸，故須承受利率風險，
一旦利率急升，將直接影響保單回報及增加借貸成

基礎設施價值增長較快，以及未來 10 年公共住房單位
比過去 10 年翻倍，因此將中國建築(3311)2021 至 2023
年的每股盈利預測提高 1%至 2%。目標價由 8.8 元上調
至 11 元，評級 「買入」，是該行在內地基礎設施領域
的首選。
花旗指，上調目標價是因為今年出現了市盈率重估
的驅動因素，包括公司現時目標是在 2022 年恢復結構
性正運營現金流，而之前的指引是 2023 年；預製構件
的滲透上升，以取代工人；港府的基礎設施和大灣區
基礎設施。

豐升恒地評級至「買入」
豐研究認為施政報告措施有利恒基地產(012)釋放

其農地儲備以補充土儲，是對股價的主要催化劑之
一，而促進舊樓重建將是對股價的另一個積極因素，
有助減輕該行之前對集團中期盈利增長的憂慮，相信
其盈利復蘇之路變得明確。豐研究將恒地的目標價
由 31.2 元上調至 36.4 元，評級由 「減持」升至 「買
入」。
該行認為，恒地目前股價較資產淨值折讓 61%，接
近 5 年平均低位，估值吸引。預期當恒地加快補充土
地儲備時，該行將啟動對集團的重新評級過程。
此外，該行將恒地的 2022 至 2023 財年的核心盈利
預測上調 3.2%至 5%，以反映集團項目更高銷售預
測。惟該股面對的下行風險包括內地及香港出台樓市
降溫措施，以及支付較低的股息。

全新Green Common兩層旗艦店進駐中環盈置大廈。

新地加碼賞500元贈券兼享高達110%回贈獎賞迎第二浪消費券
外100元指定商場或商戶贈券及個別商場高達
110%回贈獎賞等。
「消費券限時任務」的活動期為10月1日至
31日，The Point by SHKP 會員只須使用「消費券
計劃」指定的4大儲值支付工具包括WeChat Pay
HK、八達通、AlipayHK及Tap & Go到23間新地
商場消費，並成功以「新地商場」手機應用程式
或於顧客服務中心登記積分，即可參與活動。

AP 貼紙 殺滅逾九成細菌

【香港商報訊】 自2015年起，Green Common提供多元化、營養豐
富及創新的純素選擇，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是亞洲著名的綠色生活
品牌及提倡創新純素飲食的先驅。為了進一步提倡植物性飲食，
Green Common全新旗艦店(下稱Green Common Nexxus)以嶄新形象
進駐中環盈置大廈。新店佔地兩層，地下為全選用燕麥奶的咖啡及飲
品吧，附設零售專區，一樓是主打亞洲Fusion創意純素料理及純素美
酒的餐廳，帶來別樹一幟的餐飲體驗。
對於Green Common Nexxus開業，Green Monday集團創辦人及行
政總裁楊大偉表示這是集團的重要里程碑：「Green Common
Nexxus 位於中環的心臟地帶，我們希望客人甫踏進店內，能感受純
素飲食的多元魅力。由精湛創新的純素料理到方便快捷的外帶美食、
以革命性植物蛋白突破菜式限制的新豬肉及新海鮮系列，以至零負擔
的純素雪糕。」

【香港商報訊】政府「消費券計劃」第二期電
子消費券10月1日正式發放，新鴻基地產發展有
限公司(新地)表示，繼續與商戶和市民促進香港
經濟復蘇，旗下商場綜合會員計劃The Point by
SHKP公布加碼推出「消費券限時任務」，向會
員回贈價值高達400元的新地商場電子贈券。會
員更可憑參與限時任務之消費單據，同時參加商
場內其他消費獎賞活動，尊享多重禮遇，包括額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所以許多人每逢假日都想往
外逃，慰藉自己的心靈，讓自己放鬆。每個人對於
旅行的偏愛都不一樣，有些人愛趕景點血拼，有些
人愛終日呆在酒店、沙灘，什麼也不做以全面放鬆
自己，當然也有些人愛看看美景、體會風土民情、
吃吃美食等。但無論如何，度假旅遊讓心理得到充
分的滿足，而好心情有益生理健康。
在我們平日生活中，經常被許多相同的環境資訊
控制，導致大腦的習慣系統本能地做出習慣反應，
所以日復一日的生活不僅非常沉悶，也容易讓人意
志消沉。透過旅行，我們能提供全新的環境資訊給
大腦。大腦面對新資訊，由於相對的習慣反應網絡
還未形成，這時大腦處理資訊時便更活潑更有活
力，連帶心情也跟活潑起來。
另外，暫時轉換環境，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讓我
們從真實的生活中分心，而分心也讓我們暫時離開
真實生活的壓力，所以旅行是一種減壓的好方法。
事實上，美國心理學會有一項關於美國人生活壓力
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旅行能夠使人們脫離焦慮
的環境和不良情緒，從而提高我們的抗壓能力。
英國切斯特大學金融科技及數據分析教授 梁港生
(逢周一刊出)

今年國慶假期輕旅遊成為主流。 資料圖片

全新Green Common兩層旗艦店進駐中環

新地推優惠最多可獲500元贈券及1.1倍回贈獎賞。

國慶假酒店民宿
訂房增兩成

宜選中長年期產品

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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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摩升招商局港口目標價至 1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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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旅遊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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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報放大至 9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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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全方位肺病導航系統
低吸博醫療
9 月下旬才上市的半新股博醫療
(2216)，是一家專注介入呼吸病學產品
開發的醫療器械公司，主要從事醫療器
械及耗材的研發、製造及商業化，專注
開發用於肺病導航及診療的技術和產品。成立僅約
10 年的博醫療，利用專有的全肺抵達導航技術，
實現了肺部診療模式的變革。

市場
慧眼

專利保護期 25 年
過去多年，精準進入肺內定位、活檢及延伸介入，
一直以來都是亟待解決的難題；與此同時，肺部病患
的臨床需求迫在眉睫。對應這些難題，博醫療自主
開發了全球首個且唯一的即時圖像全肺抵達增強現實
導航系統 Archimedes。在此導航系統支持下，公司建
立了肺病綜合診療產品組合。全肺抵達導航系統能夠
進入全肺，無論是否位於氣道內部或外部，大大提高
了肺癌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診療精準度，搭載治療性
產品時解決了現有診療模式只依靠藥物的痛點，以及
打開了肺病器材介入治療市場的巨大需求。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內地的介入性肺病學導
航設備市場主要有三大公司，在 2018 至 2020 年度，
按銷量計算，博醫療在此市場中位列第一，市場
份額為 43.2%；按銷售收入計算則位列第二，市場份
額為 37.5%。公司最核心的經肺實質穿刺導航技術專
利保護期為 25 年，意味至少在未來 20 年內，公司
將保持在導航及肺部介入方面的技術優勢。
高寶集團證券執行董事 李慧芬
（逢周一刊出）
【香港商報訊】當抗疫
已經融入生活日常，除了
口罩、酒精搓手液成為我
們不可或缺的夥伴外，
AirPurity推出的「AP貼
紙」(韓國殺菌手機貼)絕對
是大家居家必備的生活抗疫用
品。
通過KC Safety 安全認證、為韓國最新研發專利科
學消毒用品及可觸摸消毒高達30,000次的「AP貼
紙」，只要輕輕觸摸，即可殺滅99.9%細菌及2019新
冠病毒(COVID-19)，無論大人小朋友均適合使用。
「AP貼紙」由韓國製造，採用食品級油墨且不留痕
貼紙，除了可以貼於手機殼、八達通套、手提電腦或
常用文件夾等隨身物，家長更可貼在小朋友常用物品
上，為小朋友加強防護。而A5重量級Jumbo size的
「AP貼紙」可作為滑鼠墊外，更適合張貼於平板電
腦背面、手提電腦、工作枱及大門等空間較寬大的位
置，發揮消毒作用。

「BROWN & FRIENDS 10周年慶典系列」殺菌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