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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來港投保季飆46%
內地再出招防走資 保險股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人民幣自去年 8 月中開展

6   3

其貶值浪後，內地出現走資潮，不單人行的外匯存底下
跌，連市民也想辦法將資金透過來港買保險而搬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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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使內地出招，暫停內地客使用銀聯網上支付平台在港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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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保費。據香港保監處最新數字顯示，內地客去年第四季
來港投保保費高達 105 億元，按年飇升四成，也較去年第
三季數額急增 46%。難怪內地要率先出手干預，也令保險
股昨日近全線下跌。

保監處公佈，本港保險商去年向內地
客發出的保單，新造保單保費為

316 億元，佔全年個人總新造保單保費
1,309 億元的 24.2%。而 2014 年內地客的
新增保單保費只有 244 億元，即去年的有
關增長率高達三成，更比 2013 年全年數
額急增逾倍。

事實上，單是去年第四季，內地客戶已
透過新造保單走資 105 億元，數字已超過
2012 年全年數字，情況不能說不嚴重。
連串政策令保誠(2378)跌逾 2.4%，新華保
險 (1336)、 太 保 (2601) 及 宏 利 (0945) 跌
1%，平保(2318)跌 0.9%，太平(0966)跌
0.8%，藍籌股友邦(1299)跌0.2%。

業界憂經營環境受打擊

觀望美議息 港股成交縮

保險業界憂慮，新招將杜絕內地客購買
大額保單，令有關的業務增長率，由過去
按年增長三成，降至只有一成，打擊業界
經營環境。此外，內地再限第三方支付渠
道及限制香港部分保險公司，繳納跨境保
單保費，業界人士指，相信內地下一步會
收緊刷卡次數，屆時將無漏洞可逃，本港
的保險業界將迎來「寒冬」。

港股方面，受保險股及內房股普遍回吐
影響，走勢偏弱，恒指收報20,288點，跌
146 點。不過，全日的波幅僅得 112 點，
成交收縮至 568 億元，較周一大減 22%，
反映投資者入市態度審慎，主要與觀望美
國議息結果有關。
國指收報 8,605 點，跌 80 點，英皇證
券研究部副總監陳錦興表示，港股周一





在升至 20,500 點後，明顯見到遇阻力，
加上市場在聯儲局議息會議前，抱着觀
望態度，影響了大市活力。由於中移動
(0941)及騰訊(0700)等多隻重磅藍籌股即
將公佈業績，相信業績會較正面，若美
國不加息的話，料可以帶動通訊及科技
板塊上升。

科網股回吐 內房股捱沽
不過，騰訊股價回軟跌 1.3%，同業也
普 遍 向 下 ， 博 雅 (0434) 跌 2.6% ， 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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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明哲稱，平保近年
來的多項模式創新開始
開花結果。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平安保險（2318）昨公
佈去年度業績，期內錄得淨利 542.03 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年增 38%，符合市
場預期，得益於核心金融業務平穩健康增
長。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35 元，年度每股
收益2.98元。

加大互聯網金融平台建設
平保董事長馬明哲在業績報告中指出，過

去一年公司不僅在各項業務上保持了快速、
健康增長，更重要的是長遠十餘年的戰各佈
局和近年來的多項模式創新開始開花結果。
展望今年，他表示，平保將圍繞保險、
銀行、資產管理、互聯網金融四大板塊，
加大力度推進開放式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
的建設。他稱，平保將從過去的 1.0（自營
模式）、2.0（開放市場），進入全新的3.0
時代--開放平台+開放市場。

示，去年佔浮法玻璃成本三至四成
的 天 然 氣 價 格 已 下 跌 25% 至
30%，油價維持低位使得集團成
本得以顯著下降，去年浮法玻璃
毛 利 率 上 升 4.1 個 百 分 點 至
11.1%。加上，內房市場去年第四
季開始復甦，需求增加，今年該
玻璃銷售將比去年更樂觀，毛利
將大幅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因浮法
玻璃及建築玻璃銷售增加及成本下降，信
義玻璃（0868）截至去年 12 月底全年純利
按年大升 54.96%至 21.13 億元，每股基本
盈利 53.88 仙，末期息派每股 17 仙。集團
昨於記者會預期，今年行業浮法玻璃產能
將再跌 3%至 5%，加上油價將維持低位，
浮法玻璃價格有望再升 5%至 10%，令毛利
大幅上升。

浮法玻璃毛利升 今年更樂觀
信義玻璃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董清世表

大馬生產線年底投產增產能

去年浮法玻璃產能按年減少
3.5%，隨行業供應逐年減少，料
今年產能仍會按年少 3%至 5%，料該玻璃
價格有望再升5%至10%。
他又指，馬來西亞生產線將於今年第四
季投產，計劃今年底前增加浮法玻璃總年
產能 15.8%至 484.9 萬噸及 Low-E 建築玻璃
產能18.9%至4,400萬平方米。而2016年資
本開支預計為17億元。

信義光能盈利飆145% 增派息
信義光能（0968）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
年純利按年增幅更加顯著，大增 144.6%至

港燈去年多賺 12% 增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港燈
（2638）昨日公佈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止全年度業績，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 銷 前 的 溢 利 為 80.35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4.38%，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35.91 億元，增長 12.18%。派末期息 20.12

昨收(元)

變幅(%)

中國人壽

2628

18.40

+0.11

中國財險

2328

13.40

-0.15

友邦保險

1299

42.55

-0.23

中國人保

1339

3.12

-0.32

中國太平

0966

15.86

-0.75

中國平安

2318

35.00

-0.85

宏利金融

0945

108.30

-0.91

中國太保

2601

26.50

-0.93

新華保險

1336

24.75

-1.00

保誠

2378

150.10

-2.41



(1297)跌 2.6%，金蝶(0268)跌 2.5%，金山
軟件(3888)跌近2%。
內地有意冷卻一線城市的樓價，萬科
(2202) 跌 3.6% ， 碧 桂 園 (2007) 受 業 績 拖
累，股價大跌 9.1%，雅居樂(3383)亦受影
響，收市跌 4.6%，其餘內房股普遍下跌
1%至2%。
中海油(0883)傳出有意收購巴西石化企
業，但中海油要跌 2.9%，中石化(0386)及
中石油(0857)也因油價拖累而跌 1.8%及
1.5%，昆侖(0135)亦跌1.2%。

儘管內地股市下滑對保險公司投資表現帶
來壓力，市場預期壽險公司擴大營銷隊伍從
而提升業務價值。平保去年的壽險新業務價
值增長40.4%，內含價值增幅24%。
除了保險、銀行和資產管理業務均錄得
盈利增長，投資方面亦取得佳績。期內凈
投資收益率5.8%，總投資收益率7.8%，兩
者均高於去年上半年和上一年的水平，因
公司積極把握住 A 股投資機會以優化資產
配置結構，同時繼續加大收益率較高的固
定收益類資產投資。

投資資產1.73萬億增長17%
去年末，平保的投資資產合計 1.73 萬億
元，同比增長17%。平保並稱，由於會計估
計變更，公司去年增加壽險及長期健康險責
任準備金，導致稅前利潤減少231.75億元。
平保旗下平安銀行上周公佈 2015 年度淨
利潤同比增長 10.42%，而受部分企業經營
困難、融資能力下降影響，該行資產質量
繼續承壓，期末不良率較年初上升 0.43 個
百分點至1.45%。

受惠油價跌 信義玻璃多賺55%

■董清世(左)表示，油價維持低位使集團成本顯著
下降。圖右為李友情。
曾敏儀 攝

股號

■港股受保險股及內房股普遍
回吐影響，
回吐影響
，昨跌 146 點。成交
縮至568
縮至
568億元
億元。
。
中新社

麥樸思：新興市場處急升轉捩點

壽險新業務價值增逾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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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去年多賺 38% 符預期



保險股昨日普遍回軟

仙，增加0.23仙。
業績報告指，香港於去年 6 月及 11 月平
均氣溫錄得新高，儘管冷氣需求因此增
加，由於客戶採取節能措施，致令全年售
電量微跌 0.7%。年內的供電可靠度維持在
超過 99.999%水平。資本開支為 25.16 億

12.06 億。太陽能玻璃銷量上升及來自太陽
能發電場業務的收益貢獻增加所致。每股
盈利 18.53 仙，末期股息每股增加至 4.5
仙。
集團執董兼行政總裁李友情表示，包括
100 兆瓦合資項目在內，集團至今年底將
有合共約 1,700 兆瓦太陽能發電廠併入電
網，其中這個月底便會有 174 兆瓦併網，
預計今年太陽能發電廠會有全面貢獻。此
外，太陽能玻璃產能年內有望增加
17.5%。

■麥樸思稱，新興市場已看到拐點，資產
價格有望快速提升。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新興市場之父」鄧普
頓新興市場集團主席麥樸思昨在吉隆坡的
演講中指出，基金經理不斷減持新興市場
資產，但目前已經看到拐點，資產價格有
望快速提升，可能好轉的跡象體現在亞洲
區域性經濟增長領域。在市場經歷了四年
來最嚴重的年度動盪之後，麥樸思的言論
釋放出樂觀信號。
麥樸思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演講中
稱，隨着亞洲經濟增長，該地區「徹底
反轉的潛力」巨大。而投資者減持新興
市場令其「感到高興」。他指，新興市
場目前處於一個「轉捩點」，巴西、越
南及馬來西亞都在他最看好的新興市場
投資目標之列。

中國仍寫着「巨大增長故事」
他又指，儘管存在對亞洲新興市場的
「極度悲觀情緒」，但中國仍在書寫着
「巨大的增長故事」，印度經濟仍在以
「相當不錯的速度」實現擴張。
麥樸思表示看好大馬，「馬幣遭到低

元 ， 較 2014 年 增 加 16.11% ； 淨 負 債 為
410.60 億元，淨負債對淨總資本比率為
46%，按年下降1個百分點。
公司主席霍建寧於報告中指出，港燈早
前宣佈將 2016 年淨電價平均下調1.1%，較
2013 年 12 月時所作承諾更進一步。當時，
港燈承諾維持電價不變至 2018 年年底，並
已按承諾在過去兩年凍結電價。

大摩唱反調 增全球衰退風險
不過，摩根士丹利則將全球經濟在未來
一年內衰退的風險，由 20%上調至 30%，
同時將全球經濟增長的基準預期下調至
3.0%。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 Elga Bartsch
及團隊在報告中稱，「儘管我們並不認為
全球經濟今年內可能衰退，較低的油價和
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產生的下行
影響還是令我們擔心。」
大摩認為，全球經濟的衰退主要歸因於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市場增長放緩。該行預
計 ， 美 國 經 濟 增 長 今 年 將 由 2015 年 的
2.4%放緩至 1.7%，並在 2017 年繼續放緩
至1.6%。
報告又指，在低增長的環境下，全球經
濟依然容易受到衝擊。這些衝擊可能包括
美聯儲、歐央行或日本央行對金融環境失
去控制，以及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資本流
動的不穩定性，另外，還包括由中東地區
衝突引發的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向歐洲和
土耳其地區的難民流動等。

渣打與亞洲萬里通推聯營卡
後指，此卡的入場門檻為年薪24 萬元，或
在該行資產達20 萬元以上，首年免年費。
相信推出後，可刺激信用卡及銀行業務，
料年底前客戶數量有雙位數增長。
亞洲萬里通行政總裁黃思遠表示，該信
用卡的對象是富裕一族。公司今年會加強
在餐飲及娛樂事業的獎勵計劃，例如與更
多餐廳及演唱會合作。去年整體兌換率有
一成增幅，當中兌換航空產品的佔比不足
2成，而商務艙的兌換率就錄得3成升幅。

分拆能源業務或明年中開展
李友情又重提分拆信義能源的上市計
劃，或在 2017 年中開展，未來公司會專注
於興建發電站，而信義能源則管理發電
站。
他又指，馬來西亞一條 900 噸/日光伏玻
璃生產線及安徽一條 1,000 噸/日光伏玻璃
生產會於今年第四季投產。安徽另一條
1,000 噸/日的生產線將於明年第一季投
產。而 2016 年資本開支為 50 億元。
信義玻璃及信義光能昨分別收報 4.61 元
及2.61元，跌0.22%及6.79%。

估，所以我建議大家在這場會議之後直奔
最近的購物中心，立刻開始購物，因為這
裡的東西非常非常便宜。這也是為什麼我
們在這個階段非常看好馬來西亞」。他
指，林吉特已經被低估 28%，馬來西亞的
投資前景十分吸引人。
對麥樸思而言，馬來西亞資產頗具吸引
力的原因還在於，「其 GDP 增長令人滿
意。該國的外匯儲備雖然在下降，但還在
不錯的水平，另外，公共債務規模水平也
在可控範圍之內。」
馬來西亞 2015 年全年經濟增長 5%，增
幅 低 於 2014 年 的 6% ， 但 仍 在 政 府
4.5-5.5%預估範圍內。

■黃思遠(左)稱，新聯營信用卡的對象是
富裕一族。圖右為馮鈺龍。
吳婉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渣打香港
與「亞洲萬里通」昨公佈合作推出全新渣
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是全港唯一的亞
洲萬里通聯營信用卡。持卡人可以信用卡
簽賬直接賺取里數，毋須透過信用卡積分
換取，而在渣打存款、投資、保險，以至
私人貸款及按揭服務，亦可直接賺取里
數。

年底客戶料增雙位
渣打個人銀行產品主管馮鈺龍於記者會

簽賬直接賺取里數
持卡人於食肆、網上及海外簽賬全年以
4 元享 1 里數，其他本地簽賬以 6 元享 1 里
數；全新信用卡客戶則可享0.5 元 1 里數。
渣打「優先理財」或「個人理財升級計
劃」客戶，使用指定銀行服務每月最高可
賺取分別3,500里數及490里數。另外，全
新「優先理財」客戶以 100 萬元開立指定
定期存款戶口，更可即享6萬里數。
上述的指定銀行服務更包括按揭，不過
金管局監管樓宇按揭回贈及優惠總額不得
超過貸款額的 1%。馮鈺龍表示，里數回
贈與現金回贈有異，該優惠符合監管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