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前契約」全名是《生前殯葬服務契
約》，在歐美國家即指Preneed，源於英

國遺囑信託。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推廣以來，目前
的普及程度已經超過90%。所謂「生前契約」，是
指當事人依照自己的意願（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及
喜好），就本人或他人去世後的喪葬服務內容及所
需要的喪葬物品，在生前提前安排，並與專業殯葬
公司簽訂合同。

契約內容可增刪
福壽園日前在上海親和源養老院舉行主題文藝匯

演，推廣旗下「生前契約」項目。福壽園福壽之家
事業部總經理趙宇表示，去年集團最初在合肥試點
「生前契約」，今年年初正式推廣，目前在遼寧、
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重
慶等地的15個城市均有銷售點，一年來累積銷售了
逾1,000張單。其中上海是「生前契約」銷售主力，
自3月啟動以來，短短幾個月即超過了300單。

根據不同城市的物價水平，福壽園的「生前契
約」價位各異，上海分為6,800元（人民幣，下
同）、12,800元，以及21,800元三種基礎價格，同
時亦可根據客戶的個別需求，替換或擴容契約中的
項目。

保值功能成賣點
福壽園上海公司總經理趙小虎直言，中國人對談

論死亡頗為忌諱，原本還以為坊間對「生前契約」
的接受程度不高，但實際銷售卻遠好於預期。據其
觀察，有三類老年群體對「生前契約」的需求強
烈，其一子女長期在國外；其二沒有子女；其三子
女不可依靠。上述群體整體數量巨大，在養老機構
中更是佔到七成之多。
此外，「生前契約」的保值功能，亦是賣點之

一。趙小虎指近年來僅殯儀館消費的同比漲幅達7%
到8%，即便契約在20年至30年後執行，各種服務
仍將依據目前的約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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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園15城推廣 料三年銷售增半

■趙宇（左）指，上海是「生前契約」銷售主力。旁為趙小虎。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雖然「生前契約」銷售火
熱，但趙宇強調，考慮到契
約執行、維護、監督和管理
等能力需進一步打磨，至少
在三年內，集團推廣「生前
契約」會相對保守。重點依
然是福壽園目前有相關產業
佈局的15個城市，料銷售至

少按年增長50%，3年超過一萬
單亦有機會，但前提是要先提升
執行能力，才可放量銷售。他並
提到，未來隨着業務量的增加，
集團也會考慮更加商業化的模
式，例如與當地供應商合作。
趙宇並指出，推廣「生前契
約」並不是為了盈利，目的是
提前鎖定殯葬客戶。他坦言，
內地殯葬行業獲客成本很高，
業界廝殺慘烈，有些機構獲客
成本可能高達 30%、50%甚至
70%，賣一塊墓地70%給了介紹
人，但福壽園不願意參與低級

競爭。他並透露，目前福壽園
整個集團的佣金水平約為6%至
8%，內部財務管理目標是希望
將佣金降到5%以下；期望通過
「生前契約」，提升增值服
務，令獲客成本（即佣金）下
行。

擬進軍香港殯儀市場
除了福壽園，內地保險公司泰

康亦有經營「生前契約」業務。
趙宇指保險公司尚需外包、採購
相關殯葬服務，服務質量、標準
或難以控制，福壽園銷售契約
後，可以親自執行。
論及香港市場時，趙小虎指香

港市民的消費能力很高，但受制
於資源稀缺，殯葬服務卻較內地
落後。今年香港一殯儀館項目正
好即將到期，要續簽或重新選擇
供應商，福壽園正在與之溝通，
希望有機會進入香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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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殯葬業近年來發展迅速，為業界帶來眾多商機。福壽園（1448）正在力推「生前契約」，公司高層在

上海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早前預測「生前契約」在內地的接受程度不高，但在實際銷售中市場反應卻

頗為熱烈。截至上月底在內地已經累積銷售逾千單，照保守估算，未來三年內銷售可按年增長50%。目前福

壽園已在與香港的業界溝通，或有機會進入香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內地殯葬
行業獲客成
本很高，業
界 廝 殺 慘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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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為了拓展
市場，電訊盈科（0008）昨公佈，旗下電
訊盈科OTT業務引入三名投資者包括聯想
控股（3396）旗下弘毅投資、富士康科技
旗下Foxconn Ventures及淡馬錫，以獲得
1.1億美元（約8.58億港元）資金，以擴大
OTT發展範圍至東南亞、印度及歐洲、中
東及非洲地區。

籌8.58億拓中東非洲
三名投資者將認購電訊盈科OTT的1,100
萬股優先股，佔經擴大股本18%，料9月25
日完成交易。以此推算，電訊盈科OTT估
值達到48億港元。電盈仍然為電訊盈科
OTT的控股股東。電訊盈科OTT現時於全
球 24 個市場提供 OTT，包括以 Viu 及
Vuclip品牌提供視像串流服務，以MOOV
品牌提供音樂串流服務。Viu於2015年10
月推出，截至今年6月每月活躍用戶人數已
超過1,200萬名。
弘毅投資已獲授予購股權，可於投資事
項完成後九個月內任何時間行使該購股

權，按每股優先股10美元的行使價，進一
步認購最多200萬股優先股。於完成行使該
購股權後，弘毅投資、Foxconn Ventures及
淡馬錫將合共持有電訊盈科OTT的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約20.6%。

電盈半年多賺49%
另一方面，受惠完成出售英國無線寬頻

業務，電盈昨公佈截至今年6月30日止的
半年業績，股東應佔綜合溢利按年升49%
至12.93億元，每股基本盈利16.79仙，增
派中期息5%至每股8.57仙。
受香港電訊（6823）的手機銷售大減

42%拖累，綜合收益176.83億元，按年跌
5%。不計盈大地產（0432）的核心收益為
175.76億元，同樣跌5%，若撇除手機銷售
影響，則為 165.49 億元，按年持平。期
內，香港電訊、企業方案業務EBITDA均
有所增長；OTT、免費電視的媒體業務需
持續投資而沖淡部分升幅，令核心
EBITDA僅增 0.3%與去年同期持平，達
57.49億元。

收費電視Now TV表現略為下滑，其收
益跌3%至13.5億元。由於市場競爭加劇，
為挽留客戶令宣傳及推廣開支增加，訂戶
數目微減1,000名至130.2萬名，ARPU則
跌3%至186元。該業務EBTIDA為1.54億
元，按年減16%。然而，預期競爭者表現
更理性行為，有利改善邊際利潤。Now TV
將持續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優質內容，包
括因應消費者行為轉變，增加可於電視熒
幕及智能裝置上觀看的自選服務內容。

ViuTV虧損擴至1.16億
電盈旗下免費電視ViuTV去年4月啟播

至今一年多，免費電視業務和OTT收益升
幅理想，分別增長81%和24%；惟投資較
大，兩個業務續蝕錢，免費電視業務
EBITDA虧損更擴大71%至1.16億元，但
與去年下半年虧損1.15億相若。OTT業務
的EBITDA虧損亦擴大15%至1.25億元。
ViuTV正逐步建立製片庫，以拓展海外發
行的商機。期內ViuTV自資製作節目在多
個市場播送，包括內地及印尼。

佐丹奴料港零售未見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雖然市場
普遍認為本港零售寒冬見底，將逐漸回
暖，不過佐丹奴（0709）主席劉國權就持
相反意見。他指最近的零售數據有升有
跌，未見有關數據能夠支持「零售已見
底」的說法。「我過去廿幾年同部分行家
睇法好唔同，咁佢哋點睇係佢哋嘅事。」

半年多賺兩成派息15仙
佐丹奴昨公佈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股
東應佔溢利2.45億元，按年增長20.1%；每
股盈利15.6仙；中期股息派15仙，增加
20%。問到會否提高派息比率，劉國權指現
時的派息比率達到96%，若派息比率增加
至100%會顯得不尋常。
對於公司的股份回購計劃，他指按早前
公佈，公司最多可回購約1.5億股。由6月

20日至昨日，公司已購回及註銷541.2萬股
份，未來將會繼續購回股份。集團截至今
年6月底止，現金及銀行結存淨額為12.33
億元。
期內，銷售額 26.18 億元，按年上升
3.4%。毛利率增加0.2個百分點至59.8%，
主要受人民幣貶值所致。可比較門市毛利
增長6.6%，可比較門市銷售額則按年升
4.6%，因商品組合提升、齋月提前及內地
的電子商務銷售額增加。

上半年內地增31加盟店
公司上半年內地總銷售額按年跌1.1%至
5.33億元人民幣，執行董事陳嘉緯表示，由
於位於一線城市自營店所面對的競爭激
烈，故對整體銷售額有影響。不過，公司
將會努力提升在二三線城市加盟店的純利

率，上半年已增加31間加盟店。
另外，公司上半年內地電商銷售額增長

26.6%。劉國權指，將繼續對電商作出投
資，今年3月至4月公司物流中心搬遷，未
來將會增加半自動機械化系統。

「翠如BB股」違反貸款協議

■劉國權（中）認為，香港零售仍未見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聯旺集團（8217）昨日在
業績公告中披露，控股股東聯旺，由藝人
黃翠如父親黃永華及黃智果全資擁有，於
今年7月3日至7日期間經公開市場出售合
共3.25億股股份，佔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6.02%。於出售事項完成時，聯旺持股跌
至48.98%，導致違反了與匯豐銀行及中國
銀行（香港）的貸款協議。公告指，由於
黃智果及黃永華在公司最終共同擁有權少
於75%的契諾，違反了附屬公司聯興創建

工程與匯豐銀行訂立之貸款協議，內容包
括3,400萬元的發票貼現/讓售融資，以及
合併額度為1,000萬元之銀行融資。公司
指，現未能根據貸款協議甲提取款項，匯
豐銀行仍在重新評估向聯興授出之融資。

控股股東注入1000萬
另外，公司同時違反了與中國銀行（香
港）的貸款協議，內容包括600萬元的銀行
透支額度及558.5萬元的定期貸款融資。該

透支額度已經取消，董事考慮於2017年8
月31日或之前悉數償還未償還結餘約為235
萬元之定期貸款。集團的現金流量狀況或
會因為未能維持上述銀行融資而受到影
響。集團可能不時需要控股股東之財務支
持以應付任何現金短欠狀況。集團控股股
東已向公司注入1,000萬港元。與此同時，
集團亦將就其他替代方案接觸其他銀行。
董事會認為，經考慮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
源，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上海先
進半導體（3355）本周三公佈截至今年6
月底止中期業績，錄得淨利潤3,011.8萬
元（人民幣，下同），雖然扭虧為盈，但
不派息。公司投資者關係總監肖偉鳴昨於
傳媒午宴表示，公司仍有達7億元的累計

虧損，希望填補了該筆虧損後才考慮派
息。

半年扭虧賺三千萬
期內，公司營業額為4.91億元，同比
增加41.5%。毛利為7,800萬元，同比增
加150%；毛利率為15.9%，2016年同期
毛利率為9%。公司表示，與2016年上半
年相比，2017年上半年毛利和毛利率皆
大幅提升，主要因為較高水平的產能利用
率以及美元相對人民幣升值。
談及與比亞迪（1211）的合作時，首

席執行官洪渢表示，今年從比亞迪獲得的
訂單與去年相若，相信隨着國家政策推動
新能源汽車發展，有關的訂單會增加，但
難以預測下半年的訂單狀況。他又提到，
今年上半年原材料硅片價格上升不常見，
因為市場對硅片需求大增，供應商產能有
限，不過公司不會只與一間供應商合作。

■洪渢指，今年從比亞迪獲得的訂單與去
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華為貴州建數據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美亞保險近日推出一隻
市場首創的保險產品，為消費者提供網絡
購物、信用卡被盜用、身份被盜、錢包及
鑰匙失竊之保障。
新產品「@Guard」針對網購商品的發
貨不齊全或錯誤投遞、貨物損毀以及送貨
延誤30天以上等狀況，為消費者提供最
高3萬元的保障。此產品亦保障網上購物
者及付款卡用戶，以防他們蒙受因信用卡
被盜用而引致的損失。此外，如消費者身

份不幸被盜用，該產品會賠償因此而引起
的費用，例如因此而引起訴訟所產生的抗
辯費用、因糾正財務記錄而佔用工作時間
的工資損失、重新申請信用卡或銀行賬戶
的雜項費用。
該產品亦涵蓋一些傳統保障項目，如

丟失或被盜錢包、門匙及車匙而引致的更
換費用；計劃分黃金及鉑金兩款，前者保
費為每年188元，鉑金計劃保費每年365
元。

網購身份被盜有得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
道）蘋果在貴州設立主數據中心的消息言
猶在耳，業界巨擘華為近日也在貴州貴安
新區為其數據中心舉行奠基禮。

存儲170國管理數據
華為數據存儲中心選址貴安新區七星

湖，首期建築面積40萬平方米，可安裝
存儲服務器約60萬台，存儲華為在170
個國家的管理數據。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貴

州省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的時間是去年11月，
協議約定，將充分發揮華
為公司在雲計算、大數據
等領域的先進技術優勢和
豐富營運經驗，結合貴州
實施大數據戰略行動，推
動雙方在雲計算大數據應
用發展等方面加強合作。
貴州省委書記、省長孫

志剛致辭並宣佈開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總裁任正非出席，高級副總裁、常務監
事、首席後勤官任樹錄致辭。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秦如培主持。華為技術有限公
司高級副總裁、首席信息官陶景文出席。
開工儀式前，孫志剛等詳細聽取了項目規
劃建設的介紹。開工儀式上，貴安新區負
責人作了發言。與會領導和嘉賓為項目奠
基。

■華為參加了今年5月底在貴陽舉行的2017數博會。圖
為華為展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

電盈OTT引淡馬錫等入股 先進半導體：賺回7億才派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