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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再現源頭不明個案
第五波疫情春節前後可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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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優質項目密集落地
河套合作區建設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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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外資大舉內進：鯰魚還是大鱷？
友邦大手入股中郵保險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
隨內地資本市場逐步對外開放，大批
外資紛紛摩拳擦掌進軍內地。當中，
本港保險 「一哥」 友邦保險(1299)繼
日前傳出考慮出售澳洲部分人壽保險
資產、精簡投資組合後，昨日宣布獲
中銀保監批准入股中郵人壽保險（簡
稱 「中郵保險」 ），獲批投資120.33
億元人民幣(約18.6億美元)，持股量
近兩成半，成為內地保險業最大的增
資擴股引戰項目。消息刺激友邦連
升，兩日累升5.22%，股價一度見
83.2港元創一個月新高。

85%受訪者料香港今年GDP正增長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香港分會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
72%的受訪者表示， 「重開口岸」是對今年本港經濟最重
要的正面因素之一。ACCA香港分會會長陳婉真表示，相
信若不能或延遲通關，對香港經濟增長一定有影響，但難
以太快下判斷是否會令經濟由正增長轉為負數。

陳婉真指，通關的確可以為經濟帶來好大動力，但即
使未成事相信亦不會令大家之前的努力白費，香港經濟
發展並不會受到單一因素影響而大逆轉；而且，香港抗
逆能力高，過去兩年好多企業以不同方法繼續在困難環
境營運，例如實體店兼做網購、中小企接受電子支付
等。

香港經濟最壞時候已過
調查結果發現，85%的受訪者認為今年本地生產總值

（GDP）將出現正增長，當中幅度介乎 0 至 1.9%、2%至
3.9%及高於4%分別為44%、35%及6%，反映受訪者認為香
港經濟最壞時候已過，對前景看法恢復正面。結果顯示，
有 32%受訪者認為今年金融銀行業有發展潛力。陳婉真
指，主因是跨境理財通等措施的推行，為金融業帶來機
遇。

對於本港GDP復蘇步伐，調查結果顯示，43%的受訪者
預期要到2023年才能回復至疫前水平；23%的受訪者認為
可於2022年完結前實現；預期2024年回復的佔19%，預
期2025年或更後時間的亦有15%。

調查認為，為保持競爭力，即使未真正復蘇，企業仍
傾向預先作好準備。預期創造職位及增加人手有 21%
（2021 年為 10%）、增加資本項目投資有 34%（2021 年
為 24%）及增加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有 21%（2021 年為
7%）。

對中國經濟增長信心增強
至於未來5年對行業影響最重要的發展趨勢，受訪者認

為 「穩定的香港社會及法制」最為重要（58%）。對於
「中美經貿糾紛」的負面影響，53%受訪者認為更擔心
「環球經濟增長放緩」，僅32%受訪者擔心會造成中國經

濟增長放緩。這部分趨勢與去年相比有所逆轉，反映受訪
者對中國能應對中美經貿糾紛的信心增強。

陳婉真指，環顧全球，內地抗疫成果顯著，經濟復蘇較
快，增強企業的信心。根據 「十四五」規劃綱要， 「雙循
環」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內需經濟發展動力會更趨活
躍，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將會加深加快，為各行各業帶來
新機遇。政府適宜全面深化推廣和銜接工作，讓企業更深
入了解 「十四五」規劃及全面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
會，保持香港經貿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友邦120億人幣獲四分一股權
友邦保險指，對中郵保險的投資與友邦在中國的策略形

成互補，可拓寬集團在內地壽險市場增長機遇，令公司得
以把握來自分銷渠道和客戶群的巨大價值，助力廣大內地
家庭實踐健康、長久、好生活。友邦又稱，集團運營的友
邦中國將完全獨立於此次投資。值得留意的是，中郵保險
與郵儲銀行(1658)有分銷合作關係，可觸及全國約4萬個
金融網點及逾6億零售客戶。

中郵保險昨亦發公告指，中銀保監已批覆同意其註冊資
本從215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286.63億元，其新增
註冊資本由友邦保險有限公司認購。內媒報道指，此次交
易引資達120.33億元，是中國保險業最大的增資擴股引戰
項目。

資料顯示，內地已逐步放寬保險公司外資持股上限規
定。中銀保監於2019年底正式取消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
合資保險公司的外資比例限制，去年3月再取消了外資不
得佔保險公司股本51%以上的條款，上月又發出《保險資
產管理公司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提到不再限制外資
保險公司持股比例上限，並設定境內外股東統一適用的條
件，不作區別對待。

渣打法巴劍指「未來業務高地」
事實上，隨內地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不少國際金

融機構紛紛將內地視為未來業務發展的戰略性高地。有外
媒稱，渣打集團(2888)考慮在內地獨資設立財富管理部
門，向零售投資者銷售互惠基金。倘若成事，渣打將成首
間於內地擁有全資財富管理公司的外資銀行。

現時，外資銀行及資管公司大多透過與內地銀行合作銷
售產品，因後者擁有龐大銷售途徑。外媒引述消息人士

指，渣打去年與顧問公司就上述提案展開可行性研究，惟
管理層仍在審議有關計劃。報道又指，渣打擬向零售客戶
銷售一系列基金產品，當中就包括QDII基金。

另一邊廂，外資券商進軍內地的步伐亦正加快。據中證
監網站顯示，1 月 7 日法國巴黎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遞交
《證券公司設立審批》材料已獲受理，擬發起設立券商名
稱暫定為 「法巴證券(中國)有限公司」。Wind資料顯示，
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法巴銀行已是南京銀行第一大股
東，持股近14%；而早在2003年，法巴與海通證券就成立
了海富通基金公司，目前持有海富通49%的股份。

外資全資控股券商紛紛落地
隨內地證券、基金、期貨三大領域外資股比限制全面

放開，外資全資控股模式也順利落地。資料顯示，內地外
資控股券商迄今已達 9 家，分別是摩根士丹利證券(中
國)、瑞信證券、星展證券、大和證券、高盛高華證券、
瑞銀證券、豐前海證券、野村東方國際證券、摩根大通
證券(中國)，另有多家外資投行正在排隊。

此外，去年年底，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Bridgewater)

亦透過當地子公司推出一隻新的中國基金，名為 「元盛中
國量化基金」，預計募資逾30億元（4.7億美元），其海
外和境內產品一起殺入內地市場。至去年11月底，橋水
基金已為旗下第三隻中國投資基金籌集約12.5億美元，一
躍成為內地市場規模最大的外資私募基金公司之一。

對於外資大舉進駐內地，川財證券研究所所長陳靂
指，外資加速進入會帶來一定的 「鯰魚效應」，倒逼內地
券商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和國際化程度。對市場而言，多元
參與者的加入將提升市場活躍度。他認定，外資最核心的
競爭力在於管理體系比較科學，產品創新和設計更有經
驗。外資引入，短期內可能會加劇行業競爭，如中小券
商將面臨更大競爭壓力，但也會促使內地券商提升自身
競爭力，推動行業結構優化調整，在專業化道路上越走
越遠。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
報道：豐昨日發布一項面向
全球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超
六成中國內地企業對今年業務
增長前景保持信心。

該項名為《豐商貿領航》
的調查於去年四季度面向全球
14個主要市場的7352家企業進
行，其中包括中國內地的 526
家企業。調查旨在了解企業對
業務前景、供應鏈布局、可持
續發展以及技術投入等的看法
和計劃，為商業活動提供參考
和指引。

調查表明，儘管面臨全球疫
情反覆、世界經濟復蘇前景不
明等挑戰，但在中國穩經濟措
施落地等一系列積極因素的帶
動下，中國內地企業對今年的
業務前景仍然保持信心，66%
內地受訪企業對今年業務增長
前景表示樂觀。與此同時，企
業也在積極採取措施應對挑
戰。有約四成內地受訪企業正
在調整主要業務和產品，以應
對消費者需求的變化；還有超
過四成企業計劃拓展新的市
場。

在被問及未來三年技術發展
和數字化的投資重點時，62%受
訪內地企業表示將投資於提升
遠程工作效率的技術，而計劃
投資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應
用」以及 「區塊鏈和加密貨
幣」等技術的企業也分別約有
六成。

在發展業務的同時，中國內地企業也
積極參與 「雙碳」進程。調查顯示，95%
受訪企業表示他們在選擇和考察供應商
時越來越重視可持續發展，該項的優先
級已高於傳統考量指標，例如運營的韌
性和提供服務的響應速度等。

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副行長兼
工商金融總監馬健表示： 「展望新的一
年，隨決策層持續釋放穩經濟信號，
各級政府陸續推出一系列惠企政策，以
及RCEP生效帶來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我
們相信中國內地企業將能發掘新的業務
增長點，保持業務穩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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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友邦斥120.33億元人民幣認購中郵
保險24.99%股權

渣打集團研在內地獨資設立財富管
理部門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擬設法巴證券
獲中證監受理

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推 「元盛中
國量化基金」 開拓中國市場

中郵保險與友邦保險此次交易引資逾120億元人民
幣，是內地保險業最大增資擴股引戰項目。 資料圖片

自去年12月底開始，新一輪
疫情已持續逾兩星期，市民都
擔心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但政

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天
派發定心丸：目前確診個案未有幾何式增加，反映
疫情受控，若維持找到確診個案的傳播鏈，疫情有
望於農曆新年前後停下來。袁教授的專業意見令人
鼓舞，也可讓市民在心理上稍為放鬆。不過疫情尚
未結束，未來隨時可能出現反覆，大家必須咬緊牙
關，繼續嚴格遵守抗疫防疫措施，為清零創造條
件。

本輪疫情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受控，無疑是政府和
市民齊心協力的成果。早在 「望月樓群組」 出現後
不久，政府果斷採取晚市禁堂食、關閉酒吧、健身

中心等場所合共14日的 「辣招」 ，務求盡快遏制疫
情；市民也展現優良的公民素質，繼續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和接種加強劑。正因官民合作，措施
得力，本港疫情才不致於像歐美那樣完全失控。

客觀來說，香港抗疫工作一直在改善，包括因應
Omicron潛伏期較短，政府將密切接觸者的強制檢
疫期由21日減至14日，避免檢疫中心單位爆滿；另
外亦因應兒童防疫意識較弱、較易傳播病毒的特
點，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建議容許5至11歲兒
童，接種成人1/3劑量的復必泰疫苗，相信建議很
快會獲政府採納。

雖然抗疫工作越做越好，但疫情突臨之際，各方
面仍出現了一些不利狀況，亟待改善。例如竹篙灣
檢疫中心電力系統早前曾進行緊急維修，導致逾

400個單位停電，對檢疫者造成一定程度不便；又
例如在懷疑存在隱形傳播鏈的屯門，該區檢測設施
明顯不足，致使居民大排長龍。鑑於Omicron傳播
力超強，檢測工作實屬分秒必爭，市民若無法在規
定時間完成檢測，則檢測失去意義。我們樂見政府
在屯門增設流動採樣站，但由於排隊的市民仍然很
多，當局有必要進一步增加採樣站和醫護人手，避
免人龍聚集增加傳播風險。

凡事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一旦發現不足之處就
要盡快跟進，盡快改善。早前 「望月樓」 出現確診
個案後，衛生防護中心遲遲無法掌握食客人數，再
度曝露香港追蹤密切接觸者不力的弱點。其實，香
港早就有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只是因為部分人
擔憂私隱外洩而抵制追蹤功能，我們絕對不能因為

部分人士反對而犧牲抗疫大局，這個道理也適用於
接種疫苗——迄今為止，僅有 3/4 市民接種第一
針。特區政府應當效法加拿大魁北克，考慮對未接
種疫苗的成人徵收 「健康稅」 ，否則根本無法盡快
建立抗疫屏障，市民心心念念的放寬社交距離更是
遙遙無期。

現時本港抗疫初見成效，但 「行百里者半九
十」 ，越接近終點就越需要謹慎。希望政府能在已
取得的成績上有針對性地補齊短板，市民則要繼續
遵守防疫規則，包括戴口罩、自覺使用 「安心出
行」 ，若曾接觸確診者則必須主動上報和進行檢
測。大家都希望在疫情穩定受控的前提下安心過
年，因此每個人都要付出更多，全力配合抗疫。

抗疫初見效 仍須補短板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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