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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保設備進出口增

貼身產品紓緩亞健康

中國貨幣此前發行量極大，目前利率不
高，由於貨幣配置效率十分低下，失去貨
幣滋潤的企業已處於深度緊縮狀態。上市
公司最能說明問題，A股上市公司理論上
是中國企業經營業績最好的群體，近幾年
資產負債率持續上升，2010年負債率較
2009年出現上升的公司佔比為45.65%；
2011年較2010年上升的佔比為49.21%；
2012年佔比為55.45%。剔除銀行券商等
金融類型企業後，2,170家非金融類上市
公司資產負債率，2012年為59.95%，
2011年則為59.11%。鋼鐵行業就是例
證。2012年末，上市鋼鐵企業整體資產
負債率同比微增了1.44%，44家上市公司
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0.35%，完全看不出
風險。到今年2月初，中鋼協常務副秘書
長李新創表示，會員企業負債率高達70%
左右。實際狀況更糟糕，由於行業長期處
於下行周期、產能過剩嚴重，鐵礦石、鋼
材貿易融資風險大爆發，福建等地的鋼貿
企業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塌，鋼鐵行業出
現全行業虧損，今年一季度重點統計鋼鐵
企業累計虧損面達到45.45%，同比增加
14.77個百分點。不少鋼鐵企業現金流斷
流指日可待，全行業面臨重新洗牌。

負債率高 岌岌可危
一旦某行業賬面負債率超過70%，同

時伴隨着庫存量大幅上升、現金流惡
化，就意味着該行業岌岌可危，無論盈
利如何漂亮都沒用。此前李寧等國產服
裝品牌無不經歷了上述典型症狀，不得
不縮減門面節省成本勵志圖新。以往央
行大量發行基礎貨幣，填補的是企業債
務窟窿，保持資產價格穩定甚至上升，
維持企業朝不保夕的資產負債表。一旦
央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社會融
資成本驟然上升，企業資產品價格下
跌，負債率高企，企業現金流斷裂、銀
行壞賬率上升的壞消息此起彼伏。
目前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

1%。所以縱使房價下跌50%，不良貸
款率不過將達到6.6%，在可以承受的範
圍內。考慮到中國房貸只佔總體貸款的
20%，居民戶對房屋的剛性需求，通常
以家族之力購房，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棄
房。和中國一樣，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房
地產泡沫多數來自於國內資本市場融
資，家庭槓桿比率因為購置地產首付款
比例40%較高而相對偏低。銀行佔據金
融市場主導，抵押品均來自於不動產。
在房價下跌50%以後，使用房地產融資
的企業融資能力大幅下滑，企業投資減
少，日本經濟一蹶不振。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鋼企面臨重新洗牌
招聘和挽留優秀人才

一直以來是企業需要面
對的一大挑戰。然而，

並非所有企業能夠付得起豐厚的花紅或使
人羨慕的薪金。愈來愈多研究機構指出，
工作與生活平衡、員工生產力、企業挽留
優秀人才三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們在年初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有近

四分之三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面對類似工
作機會時，會優先考慮接受提供靈活工作
模式的職位。同時，亦有近四分之三受訪
者認為靈活工作模式可提高員工的忠誠

度。靈活工作模式不僅有助減輕員工的壓
力和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還可作為企
業吸引優秀員工留效的低成本方案，為企
業與員工帶來雙贏局面。

多交談了解員工需求
對於實行靈活工作制，我們有四個建議

給予管理人員參考。第一個貼士是與員工
交談。管理人員需要詳細了解和討論員工
的需求。一般來說員工會有多種需求，這
種談話有助推動創建靈活工作策略。
第二個是考慮在不同辦公地點，減少員

工舟車勞頓。長途通勤不僅會增加員工壓
力，還會降低其工作成效和幸福感。允許
員工在家辦公或使用離家較近的共用辦公
空間將可提升其工作效率，改善生活平
衡，並減少通勤支出。同時，這還可以倡
導低碳的企業文化。
第三個是評估工作成效。管理遙距工作員

工必然需要調整一些政策，但當設定了明確
的目標和基準時，實行起來便會十分簡單。
最後是改變通訊方式。管理人員需要為

在其他地點工作的員工提供合適的工具。
網上項目管理計劃和視像會議等技術投
資，可有效幫助管理人員及員工實時了解
項目進展。

■雷格斯亞太區財務總監 約翰遜

靈活辦公助留人才

港府研
究削減內
地自由行

旅客數目20%，儘管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
只屬討論階段，消息已令本港的零售及收
租股重挫。其中受惠自由行較大的收租股
九倉（0004）跌3.45%，是昨日最大跌幅
的藍籌股。倘提案落實，將顯著打擊本港
零售和收租股，九倉首當其衝。
內地旅客自由行制度開通10年來，以自

由行身份來港的遊客由起初佔內地訪港旅
客總人次僅7.9%，升至去年的67.4%，已
逾2,750萬人次。

港零售業重要支柱
政府早前估計，自由行在2012年為本

港直接帶來261億元的增值，相當於本
地生產總值的1.3%。去年內地旅客在港
消費佔本港零售銷售的38%，自由行成
了本港零售業的重要支柱，內地客的消
費力帶動了本港收租股或零售股過往的
升勢。
不過，近年自由行的消費力正處下降趨

勢。主要消費由以往的高級商品轉為日常
用品，影響高級商品的銷售。加上近年內
地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反貪腐政策，自由
行對本港零售業的消費力已減弱，本港零

售及收租股的增長趨勢已見放緩，股價表
現大不如前。
若自由行的數目減少將進一步拖累本港

零售銷售業。以九倉為例，市場估計內地
遊客消費對其旗下兩個大型商場海港城及
時代廣場的總銷售貢獻為35%至50%，若
自由行旅客減少兩成，該兩商場銷售可能
會下滑8%至10%，海港城零售租金收入可
能下跌3%。
消息指，內地和港府目前仍就自由行旅

客問題調查研究，包括香港的承受能力及
削減自由行的數目等，雖暫未有結論，但
已對本港零售及收租股造成不明朗因素，
並影響其股價表現。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削自由行打擊港零售
財技解碼

職場心戰室美聯觀點

科技巨頭進軍醫療市場
隨着移動醫療硬件出現，不少科技

界巨頭想在醫療市場參上一腳。
Google 於年初就表示，「Google
X」實驗室正在研發能偵測血糖值的

智慧隱形眼鏡，讓糖尿病患者能隨時掌控
身體狀況，避免因血糖起伏過大，引起嚴
重併發症。另外蘋果亦準備在iWatch加入
檢測血壓心率的功能，終端收集心率、血
壓和血糖等數據；市傳iPhone 6的iOS 8
會加入新的Healthbook健康管理軟體，更
有前Nike員工爆料，蘋果將在下一代
EarPods加入心跳與血壓的測量功能。最
後在本月，三星亦表示將投資至少20億美
元進軍生物製藥行業，希望成為這一領域
的主力。

醫療APP料大行其道
台灣工研院產經中心（IEK）估計，

2016年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族群將
達33億人，行動醫療市場規模將近110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高達72%。在醫

療展研討會上，蕭智堅亦提及，「由於智
能手機的普及，醫療相關的手機app料將
大行其道，業界應該發展醫療相關的應用
程式迎合潮流趨勢」。艾媒諮詢亦預計，
到2017年年底，移動醫療的市場規模將
達到125.3億元，這一數字在2012年僅
為18.6億元。

衍生服務可賺大錢
工研院產經中心曾發表報告指，行動醫

療與健康相關的App已經是成長最火的類
別之一。不過，目前行動醫療仍以健康、
飲食、體適能等促進健康的應用為主。使
用行動醫療相關App的族群，以15歲至
44歲最多。報告表示，相關App的收入來
源以廣告與付費下載為主，但預期未來可
透過App之交易收入、搭配特定感測器或
醫療裝置，衍生服務營收比重將持續增
加。報告認為後續透過App為樞紐所衍生
的服務營收，將會成為市場最大比重來
源，2016年服務營收預計可佔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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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香港大學一項
調查顯示，97%港人曾
出現最少一項亞健康症
狀，當中以眼睛疲勞、

腰痠背痛及經常疲倦最為普
遍。30歲至49歲壯年至中年
人最受影響。其實亞健康是全

球都市人的問題，有見及此，
展會中亦有不少新的科技產品
可供消費者試戴，隨時治療。
其中新加坡展商WhiteRock
Medical Company董事唐水鋒
表示，公司最新的產品名為
「Meet Sam」，是超聲波治

療器，可以隨身佩戴用來消痛
和治療，產品在展會上十分受
歡迎。另外佳萊國際亦帶來了
頻譜內衣，把頻譜織在棉布
上，使用者只要穿上內衣，用
身體的溫度就可以釋放出頻譜
的能量，促進新陳代謝。佳萊

國際代表馬漫娜表示，這個技
術在3年前開始推出市場，現
在生意額已翻了一倍，「在中
國、馬來西亞和迪拜等地很有
市場」。

新科技助中風復康
蕭智堅在研討會上指「人

口老化、健康意識的提高，
實為全球趨勢」。所以在醫
療用品展中，有不少針對中
風推出的新科技。當中香港
理工大學的中風腦功能訓練
儀和肌動機械手，以及深圳
市訊豐電子有限公司的足下
垂系統，有助改善中樞神經
系統損傷或疾病，亦可誘導
肌肉重新運作等功能。蕭智
堅在研討會中建議業界，必
須掌握市場及產品的最新潮
流，熟悉醫療用品的監管條
例，明白目標顧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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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Sam」超聲波治療器。 蔡明曄 攝 ■在醫療展展出的醫療用品。 蔡明曄 攝

葉文傑接受本報訪問表示，香港市民截至2013年為止，只有50%人
擁有醫療保險，言則還有50%市場。他指人壽和醫療是港人最希望

於未來12個月購買的保險產品，未來這個市場仍有潛力，預期當中增長
更可達雙位數字。「醫療保障的增長並不是來自內地，內地人一般會買
投資類產品，醫療就比較少。」他預期未來醫療的需求只會增加，收費
自然不會下跌，且整個趨勢不單在香港發生，整個東南亞亦然。保險公
司要捕捉先機，最重要就是早一步了解到客戶的需要。

研究中醫保險產品
近年着重固本培元的中醫愈來愈多人重視，同時愈來愈受國際認可。

葉文傑指公司暫時只有意外保險包中醫跌打，未有為因病睇中醫設計保
險產品。「因為當中有很大困難。由於中醫治本為主，治本的方法主要
是調理方面，當中的數據很難處理，但保障其實很講求數據。」他指內
地有一些保障會包中醫院的特定治療，公司會繼續研究相關的可行方

案。

危疾保有投資成分
葉文傑稱，一般買保障的人以30歲至50歲為主，不過醫管局有調查顯
示，患癌有年輕化的趨勢。「醫療保障就友邦來說，包括了一般住院和
門診手術的保障，但並不包括癌症、中風等危疾，如果客戶有需要就要
購買危疾保障。危疾保障是受保人能夠即時獲發一筆過的現金賠償，除
了應付醫療費用外，亦可用作臨時的家庭生活開支。」他續指不同於醫
保，危疾保險其實是有投資成分的，由於愈早買愈平，所以年輕人買的
話，亦可當作是投資。「我覺得用兩成人工去買這一些保障，其實不過
分。年輕人買醫療保險，年費不到300美元，即一個月才約2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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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曾任醫院管理局高級護士長的蕭智堅，於
貿發局舉行的「醫療用品之市場發展和採購趨
勢」研討會中引述數據指，香港超過65歲的人
口，總體比例將由2013/14年的14%，倍增至2041

年的30%。此外，香港醫療器材及用品的進出口市場數
據亦指出，去年香港醫療及保健設備出口總值達121億
元，按年上升 7.9%；進口貨亦達 125 億元，按年升
4.1%，可見市場之龐大。在今年舉行的醫療用品展中，
就見到不少針對老人病研發的醫療用品，同時市民保健
意識提高，在展上亦有不少針對消費者推出的保健醫療
用品。

健康意識提高
由於近年世界各地相繼出現新病毒，提高了消費者
的健康意識，今年在展會上見到有不少針對「亞健
康」問題所設的醫療用品。其中售賣日本光電熱自療
墊的港商，富美健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郭美玉指，
「全球人口老化，使亞健康的病愈來愈多，公司從事
保健市場已經有25年，增長率平均達30%」。郭美玉
指自療墊可在睡眠時為細胞保溫，一開始是針對老人
家市場，不過近年亦多了中年人使用，因為預防勝於
治療。

拓展B2C市場
眼見有市場需求，有醫療用品公司由原來B2B市場拓
展至B2C市場。韓國展商Ain'A代表Canny Lai表示，公
司一直與韓國醫院合作研究不同器材，「韓國人平均年
齡近81.6歲，因為醫療技術愈來愈好，所以人的壽命得
以延長，不過我們認為始終預防勝於治療，所以有
『AINA』的誕生」。名為AINA的管理機會以自然波動
刺激身體反射區，管理身體痛症或炎症。Canny指這部
機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日用品，客戶亦一直有增長，例
如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客戶較上一年增長逾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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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保險注意
「長闊高」
對於想買醫保的市民，

葉文傑提出了「保險長闊
高」的注意事項：

長──注意保障年期；
闊──注意保障額；
高──注意該保障包幾

多種疾病和服務。

本港醫療開支不斷飆升，統計處數據顯

示，由2007年至2013年，醫療服務物價指

數的累計升幅為18.2%，藥物物價指數的累

計升幅更達31.2%，高於整體消費物價指數

的升幅。在醫療開支不斷上升影響下，醫療

保障和危疾保險的市場亦有所增長。友邦保

險首席科技及營運官葉文傑指，「過去有一

個趨勢，就是當通脹愈利害的時候，投保的

人就會愈多」。友邦分析2009年及2012年

處理的住院賠償個案，指出因意外骨折入院

的平均住院開支，2012年較2009年上升逾

四成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曄

■■葉文傑指葉文傑指，，當通當通
脹愈利害的時候脹愈利害的時候，，
投保的人就會愈投保的人就會愈
多多。。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醫療用品之市場發展和採購趨勢」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