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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壽海外爭躋港三甲
自爆持阿里京東 市值已升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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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近期細價股熱
炒，內地代理經銷商金活醫藥（1110）在今月曾
爆升20%，昨再獲高盛增持公司股份至2.31%。
金活執行董事林玉生昨出席媒體午宴時表示，外
資投行的入股顯示對公司的前景充滿信心，公司
未來將展開一系列副業擴充計劃。他指現時集團
資金充裕，可完成首個併購計劃，但不排除以配
股或可換股債券等融資方式開展第二個業務併
購。金活醫藥昨收報3.3元，升0.3%。

擬3年增至5000零售點
林玉生續指，集團目前正計劃集中投資上游及

下游的規模擴張，包括設廠生產中成藥產品及發
展製藥等研發業務。集團打算以入股60%的方式
併購，目前正在物色階段，發掘已過證監會受審
但仍未上市的公司。集團亦計劃於未來3年內，
在全國範圍增設至5,000個零售點。

搶佔三四線城藥品市場
內地兩會即將召開，市場預測中央有機會再度

出台細化醫療改革的政策。林玉生認為，三中全
會推出的醫改政策力度最大，拉近城鄉的醫保水
平差距。集團會透過是次醫保擴展農村的利好政
策，趁機在縣級城市開設連鎖零售店及專櫃，今
年內搶先佔據三、四線城市的醫療保健藥品市
場，「縣級城市毛利至少達40%，遠遠高出競爭
激烈的一線城市」。

現時公司主打代理產品川貝枇杷膏佔內地咳藥水市場的
28%，林玉生透露，正計劃申請該產品進入國家基礎醫藥
目錄內。屆時藥物雖受到價格規限，但有助集團進一步擴
大市場佔有率及在全國打響知名度。除枇杷膏外，日本肝
油丸及正紅花油已進入醫療社保機制內，直接由政府補貼
市民買藥，有利擴大產品銷售規模。
電商巨頭來勢洶洶，直接衝擊百貨超市等零售實體店業

務。部分公司紛紛重組轉型，平民藥店亦不例外。公司考
慮在年內收購或入股投資網上專業藥品買賣交易平台，現
時已增置電子商務部，並於前海建立物流基地，以便發展
加速線上線下的業務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人壽集團旗下的全資子公

司中國人壽保險（海外）副董事長兼總裁劉廷安表示，去年該公

司業務增長強勁，總保費收入和新造保費收入按年均大幅增長逾

兩成。該公司未來5年希望總保費收入可倍增至400億元，躍升

本地保險公司三甲之列。他並透露，該公司投資的阿里巴巴集團

和京東商城，已較投資時有數倍的升值。

劉廷安昨日出席記者會時表示，去
年國壽海外錄得總保費收入

209.02億元，按年增長26.83%，過去
5年的複合增長率達43.43%；新造保
費 收 入 124.06 億 元 ， 按 年 增 長
23.9%；總資產升至965.33億元，較
2008年增長4.17倍。該公司提早兩年
完成其「十二五」規劃的總保費收入
目標。

今年總保費收入料增兩成
展望未來，劉廷安指國壽海外已制
定新的5年發展計劃，到2018年其總
保費收入可倍增至400億元。未來5年
還要改進業務結構以提升長期價值，
期望長期業務的佔比從去年的約30%
升至50%，並保持內涵價值與新業務
價值的增速高於保費收入增速。
劉廷安表示，未來國壽海外將繼續
拓展個人代理隊伍至3,000人，去年底

為2,171人，並加強銀行期交、大額業
務以及電銷、網銷等直銷渠道銷售，
預計今年的總保費收入保持兩成的增
長至250億元，年末總資產升24%至
1,200億元。

去年始重點購高收益股票
去年國壽海外的投資回報率為

5.8%，劉廷安指出，今年其投資回報
尚有提升空間，因為公司已消化2012
年以前的浮虧，且於去年開始重點投
資於高收益股票，並加大另類投資包
括對中國大型電子商貿企業的投資。
劉廷安透露，前年國壽海外斥資

5,000萬美元入股阿里巴巴集團，去年
再斥資1億美元投資於準備在美國上市
的京東商城，目前有關投資的價值已
升值數倍。他表示，目前該公司股權
投資的比重約佔10%，包括上市和非
上市公司。

在經歷2012年回落之後，去年國壽
海外人民幣保單的新造保費收入接近10
億元，按年增長近兩倍，佔總新造保單
收入比重接近10%。國壽海外副總裁于

泳昨日亦表示，期望今年人民幣業務可
以增長1倍或以上，佔整體新造保費比
重15%，公司目前已推出20款產品，
主要為5至10年期的儲蓄產品等。

■劉廷安(左)指，國壽海外已制定新的5年發展計劃。右為于泳。 卓建安攝

光控：飛機租賃申請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光大控股（0165）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爽透露，光控持股44%的中國
飛機租賃公司，已向港交所（0388）遞交上市申請，
但未有透露集資額。他表示，作為母公司光大集團重
組的一部分，光控持股33.33%的光大證券和持股
3.75%的光大銀行（6818）最終將向母公司出售手頭
所有股權。光控將集中資源發展大資產管理平台，同
時為配合其資產管理業務，有意購入一家城市商業銀
行的股份。
光大控股去年曾表示中國飛機租賃公司要在香港上
市，根據光控公布的去年中期業績，去年上半年中飛
租賃為光控帶來約2,300萬元盈利貢獻，當時投入營
運的客機數量為18架。2012年中飛租賃與空中巴士公
司簽訂購買36架客機的協議，有關飛機陸續交付使
用。

售光證光銀重組業務
陳爽昨日與傳媒會面時表示，目前光大集團仍在重
組，光控向集團出售光控持有的光大證券和光大銀行
股份，是集團重組的一部分，並要得到國務院的批
准。目前未知集團何時能夠完成整個重組計劃。
不過，有分析指出，光控有可能先完成向母公司出
售光行股權的計劃，原因之一是其現時持有光行僅

3.75%股權。繼去年12月20日光行在港H股上市後，
光控隨即於當月24日向集團出售3,600萬股光行A
股，令持股量由原來的4.49%降至4.4%；最新數字顯
示光控在光行中的持股量已降至3.75%。按照目前光
行和光大證券的股價，光控持有的光行和光證市值接
近200億元。

擬購一城市商業銀行
陳爽表示，未來光控若出售光行和光證的股權所套

現的資金，將用來收購，包括有意購入一家城市商業
銀行的股份，以方便其為客戶提供融資。陳指光控未
來業務將更集中發展大資產管理平台，截至去年底，
其大資產管理平台共管理15隻基金，所涉及的規模達
340億元，同比大幅上升接近五成。今年光控基金拓
展的速度將較去年更快，基金規模有望飆升一倍。
陳爽還透露，未來光控旗下的資產管理平台，將開
始重視平衡全球資產的配置，譬如去年與以色列私募
基金Catalyst成立的併購基金，目前已募集7,000萬美
元，將在海外併購。另外，光控還有意試水香港地產
市場，目前旗下基金有意投資一高級住宅項目。
另外，身為香港金發局成員的陳爽還表示，去年金
發局公布了6個報告，今年他將牽頭制定有關內地企
業走出去，香港將扮演甚麼角色的報告。

中移動減月費促銷iPhon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內地《新

京報》報道，中移動（0941）旗下北京移
動推出手機全線優惠。原本需每月消費558
元（人民幣，下同）才能免費獲得的移動
版iPhone 5S（16G），只需承諾每月消費
388元即可到手；其他4G機亦有優惠合約
方案推出。優惠期延續至本月28日止。

4G活躍用戶達10萬人
報道指，北京移動的4G套餐內容全新
升級，上網套餐和商旅套餐由原來只面向
全球通客戶升級，增加至覆蓋所有品牌用
戶。每月還額外贈送100MB至7GB不等
本地4G流量，連贈12個月，最高可達
84GB，平均下來只需0.025元/MB。目前
北京移動用戶已有100萬人更換4G卡，每
天的4G活躍用戶為10萬人。
對於不少用戶投訴4G網速不穩定問

題，報道引述北京移動表示，過去100天
內，其4G基站數量增加了300%；網絡覆
蓋更加廣泛，如今北京移動4G網絡基本
覆蓋五環內以及石景山、亦莊、天通苑、
園博園等地區；基本覆蓋郊區縣主城區及
57個鄉鎮。

聯通上月手機上客淨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聯通（0762）昨日公布今年1

月份上客數字，淨增包括3G和2G客戶在內的移動電話用戶312.3萬
戶至2.84106億戶，較上月239.8萬戶的淨增量大幅上升約三成；其
中淨增3G客戶386.9萬戶至1.26469億戶，較上月351.9萬戶的淨增
量上升約一成。
固網業務方面，1月份淨增寬帶上網用戶66.1萬戶至6,530.8萬

戶，其淨增量較上月的4.5萬戶大幅飆升；淨增本地電話用戶38萬戶
至8,802.3萬戶，而上月則錄得淨流失42萬戶。

■中移動減月費促銷iPhone。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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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年過半百的黃
錦康於訪問中提到，過去兩年的經歷令他看透人
生，並於苦中找到樂處。他在菲律賓買入了一幅
100萬方呎土地，與現任菲律賓籍妻子親力親
為，構思興建了可以媲美迪士尼樂園的城堡，如
今接近完成，並取名為「德仔花園」，以紀念其
離世獨子。未來將用作度假屋，以及招待妻子家
人和朋友。

取名「德仔花園」
他笑言當初只指示妻子要量力而為入市，不要

花盡其積蓄。誰知妻子一買便是100萬方呎土
地，他到現場視察時一望無際。由於當中有一個
山頭可以望到太平洋，於是他決定利用愚公移山
方式，削減部分山頭變平地，於40呎高山頭上，
用了當中6,000方呎至7,000方呎興建1座 2層
高，總樓面達1萬方呎的城堡大屋。大屋就像是
迪士尼樂園的酒店般，並有2萬呎前後花園連泳
池，一邊望山，一邊望太平洋，單是主人房的面
積達2,000方呎，2樓亦有6間連套廁、面積約500
方呎至600方呎的客房。

工程耗資數千萬
黃錦康透露，除了1萬方呎大屋，又起了3公里

長的城牆圍住此100萬方呎土地。其餘99萬方呎
土地，約有50萬方呎作農場，會種米種菜及養豬
養牛等；另外約50萬方呎，包括有人工湖、太極
湖、還有私家碼頭及私家直升機坪。此項工程花
費約數千萬港元，幸好未超過預算，黃錦康每年
與妻子飛菲律賓6次，亦動用了200名至300名當
地工人，部分更是其妻子的鄉里。
他指到菲律賓生活過才知，新鮮米過了一段日

子其實會變黑，香港買的米都是入口米，不會變
黑，皆因加了防腐劑。如今他會於菲律賓帶新鮮米來香港
煮食，對自己的健康亦會好些。

隨遇而安最重要
黃錦康直言，離開美聯集團兩年，又興建了「德仔花

園」，最大得着是凡事最好隨遇而安。他指自己放開了，如
今對金錢的看法只是多個零同少個零，不再斤斤計較，亦不
想與人鬥爭。他笑說，建「德仔花園」如砌拼圖一樣，花了
不少心血，又可以同大自然擁抱，即使有人出錢亦不會賣。
他計劃每年復活節及聖誕節均會到「德仔花園」度假。

黃錦康又透露，過去2年與現任菲律賓籍妻子四
出散心之餘，於2012年6月偶爾買入了菲律賓

一幅100萬方呎土地，花了不少時間興建一間1萬方
呎大屋及有99萬方呎土地作農場、人工湖、私家碼
頭及直升機坪，取名為「德仔花園」，以紀念其2年
前離世的獨子，未來會作度假屋，開開心心享受人生
餘下時間。

澄清因病離職非叛將
針對近期美聯有港島區董事離職出現抗議，美聯

集團主席黃建業一度出來解畫，又重提當年有分出任
美聯副主席的黃錦康亦累獲高達6,050萬元薪酬，其
間亦提及2012年美聯「2·16事變」，令部分人誤以
為黃錦康是當年美聯的叛變者。
黃錦康表示，2011年之前，醫生指其與前妻所生
患腦癌的獨子仍有80%機會治好。不過到2011年11
月他的兒子黃偉德突然全身無力跌倒，醫生診斷其子
腦癌復發，只有20%機會可以治好，還有數個月
命。當時身為美聯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的他，其實已
準備辭職陪兒子度過最後的日子，直至2012年3月7
日其子離世。因此，他腦海內只有日子「307」，並
沒有「216」，只是時間上巧合，令外界有誤會。他
還稱，「2·16」晚上於醫院陪伴愛兒，不知道美聯
發生兵變。

黃錦康指美聯至今仍欠他一個清晰交代，為何不
發出鄭重聲明澄清此事。

愛子離世傷痛打擊大
2012年對黃錦康而言是沉重的一年，他坦言原以

為自己是好堅強的人，但身體卻頂不住。當兒子離世
一刻，一直照顧兒子的現任菲律賓籍妻子暈倒，他自
己亦頂不住，恍如心臟病發停頓。同年4月他自己亦
因發104度高燒入院，診斷為急性肺炎，同期又患上
抑鬱症，要定期服藥至今。

數度進出無意爭上位
翻查資料，記者出身的黃錦康於2000年已與朋友

開設股壇紅綠燈顧問有限公司，並以顧問形式進出美
聯集團數次。他稱1997年後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情，教人先了解後投資，期望市民可以有基本分析。
這可以說是想做一盞燈，令人認真投資，不要高價買
貴貨，低價沽物業。他於2000年加入美聯集團作顧
問，2001年由顧問變為全職，出任副董事總經理，
2004年離職，2006年又再加入美聯做了數個月顧
問，又離職，到2008年又重返做首席顧問，其後出
任副主席一職至2012年初。
他坦言，如今退下火線，亦無想過爭上位，並相

信無任何東西比健康及家庭更重要。

黃錦康黃錦康：：人生逢巨劫人生逢巨劫 抑鬱辭美聯抑鬱辭美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悅琴）近期美

聯集團（1200）出現人事變動，一度扯上與

前副主席黃錦康。黃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再

三澄清，自己一直無謀朝篡位的意圖，2012年

年初離開美聯全因家事，根本與當年的「2·16
事變」無關。他又稱，目前以健康及家庭為

重，只會繼續做自己與朋友於2000年開設的

專業顧問公司，即使美

聯再向他招手亦不會接

受。

■■「「德仔花園德仔花園」」
的的 11 萬方呎大萬方呎大
屋屋。。 梁悅琴梁悅琴攝攝

■■黃錦康手持相中的黃錦康手持相中的「「德仔花園德仔花園」，」，未來會用作度假未來會用作度假
屋屋。。 梁悅琴梁悅琴 攝攝

本報專訪本報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