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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局倡「壽險通」拓內地
提7項建議 提升港領先壽險中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金融發展局昨發表報告，提
出多項振興香港人壽保險業建
議，其中包括設立「壽險通」，
以擴大對內地人士的保險銷售業
務。根據保監局的數字顯示，今
年首9個月，香港保險業毛保費
總額達到3,883億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6.9%。不過，受到內地
前年起收緊居民境外投保，嚴防
走資，內地訪客來港投保新造保
單保費節節下跌，今年首9個月
內地訪客購買個人人壽產品的總
保費則按年跌15.8%，至341億
元。

前年新單保費726億新高
內地客來港投保一度是本港

保險行業的大水喉。資料顯示，
從2007年到2011年，內地訪客
新保單保費在港保險業新單保費
中的佔比緩慢上升，從6.54%上
漲到9.09%，此後，這一比例呈
加速上漲之勢，2015年該比例
達24.70%，到2016年，該比例
進一步增40.59%，新單保費為
726.88億港元的歷史新高。
但到2016年4月份，內地原

保監會發佈關於內地居民赴港購
買保險的風險提示，從法律、匯
率和外匯政策、保單收益、現金
價值等方面進行風險提示。
同年10月份，為進一步規範

境外保險類商戶受理境內銀聯
卡，銀聯國際發佈《境外保險
類商戶受理境內銀聯卡合規指
引》，規定境內居民在境外購

買與意外、疾病等旅遊消費相
關的經常項目保險可以使用銀
聯卡支付，其他保險項目嚴禁
使用銀聯卡支付等等一系列收
緊措施。
自2017年開始，內地客到港

投保開始降溫，2017年由內地訪
客帶來的新造保單保費為508億
港元，同比下降30%。
今年首三季本港總體長期有

效業務的保費收入總額為3,478
億元，按年升6.9%。當中個人
人壽及年金非投資相連業務的保
費收入為2,863億元，按年升
2.3%，而個人人壽及年金投資
相連業務的保費收入則為257億
元，按年升9.9%。至於退休計
劃業務的供款為316億元，按年
上升73.6%。
新造業務方面，期內長期業

務(不包括退休計劃業務)的新造
保單保費為1,211億元，按年漲
3.8%，其中個人人壽及年金的
非投資相連業務佔1,074億元，
按年升0.5%，投資相連業務則
佔132億元，按年上升44.2%。
不過，今年首9個月的內地訪

客保費就有明顯跌幅，由內地訪
客帶來的新造保單保費為341億
元，按年下跌15.8%，佔個人業
務總新造保單保費的28.3%。
在這些新造保單當中，約

96%是醫療或保障類型的保險產
品，例如危疾、醫療、終身人
壽、定期人壽及年金等，約
99%為非整付保費保單，即保費
非以一筆過模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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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保險業
聯會夥拍區塊鏈技術公司CryptoBLK推出車保
認證系統「車保 e-Check」，首批共有16間保
險公司參與該認證系統，旗下的汽車保單將提
供二維碼，車主在運輸署四個牌照事務處辦理
續牌手續時，透過掃描有關二維碼即可驗證汽
車保單的真假。

首批16間參與 保費市佔逾80%
保聯意外保險公會主席關基業昨出席記者會
時表示，「車保 e-Check」是亞洲區內首個應
用區塊鏈技術的車保平台，主因以往亦發現不

少偽造車保事件，相信推出有關系統有助解決
市場上偽造問題。他又指，系統使用區塊鏈技
術，能支持多方持份者即時驗證車保文件，並
提供審計追蹤，加上車主的個人資料並不會存
儲在系統上，有助保障車主私隱。
關基業提到，首批參與該認證系統的保險公司

有16間，而以車保保費計市佔率逾80%，日後
會邀請更多保險公司加入。問到有關營運成本
及收費等，以及保險公司會否轉嫁予消費者，
他回應指其實保險公司參與系統成本很低，料
保險公司可撥作恒常成本計算，並無須將成本
轉嫁至保單持有人身上。他又指，日後有機會考

慮將有關技術應用在其他險種之上，如醫保等。
對於未有參與系統的保險公司，車主該如何

確認保單真偽，保監局執行董事（一般業務）
林瑞江表示，目前並無強制性要求保險公司參
與有關系統，但選擇不參與系統的保險公司，
冀有關公司可提供如何通過企業管治和風險管
理等方法，確保有效保障保單持有人利益。
林瑞江又透露，保監局自去年9月推出沙

盒，供個別保險科技項目在沙盒的環境下試
行，截至上月止已有3個項目獲放行，其中有
1個更已推出市場，而3個已獲批項目主要是
利用手機應用程式銷售人壽保險產品。

保聯推車保e-Check 二維碼驗真假

內地訪客購買個人人壽產品統計
項目

新造保單保費

醫療或保障類型保險產品

儲蓄或投資類型保險產品

資料來源：保監局；數字截至11月30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今年首9個月

341億元

239.6億元

101.5億元

按年變幅

-15.8%

-7.2%

-30.9%

香港保險業務今年首9個月統計數字
項目

毛保費總額

長期業務

保費收入總額

個人人壽及年金(非投資相連)保費收入

個人人壽及年金(投資相連)保費收入

新造業務

新造保單保費(不包括退休計劃業務)

個人人壽及年金(非投資相連)

個人人壽及年金(投資相連)

資料來源：保監局；數字截至11月30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2018年首9個月

3,883億元

3,478億元

2,863億元

257億元

1,211億元

1,074億元

132億元

按年變幅

+6.9%

+6.9%

+2.3%

+9.9%

+3.8%

+0.5%

+44.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金發局昨日發表題

為《提升香港作為領先人壽保險中心的地位》的報

告，提出七項建議以提升香港作為領先人壽保險中

心的地位。當中最受矚目的是該局建議設立「壽險

通」，以擴大對內地的保險銷售業務，並把握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金發局的人壽

保險工作小組主席馬崇達表示，「壽險通」目前只

有框架構想，仍要與中央磋商相關細節。

「壽險通」的理想，是容許內地人在內地購買本港的壽險
產品。馬崇達期望，本港保險公司未來可以合作模式

擴大內地的保險銷售業務。他又指，應容許具適當資格的壽險
機構，在3年內或更短時間，可以全資持股獨立人身份進入內
地市場，從而提升本港保險的吸引力。

與大灣區「帶路」協同效應
金發局成員馬雪文表示，設立「壽險通」可與大灣區的發

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產生協同效應，但內地或要考慮人
民幣流出的問題。
對於最近有一兩間再保險公司不再在本港設立地區總部，馬
崇達表示，原因包括本港的生活環境不宜居、以及缺少稅務優
惠等，但強調香港仍有很多間人壽公司的區域總部，反映本地
仍有一定吸引力。他認為，再保公司離開本港涉及多種因素，
包括生活水平因素、其他司法區域提供稅務優勢等。香港若沒
有清晰的策略，將喪失國際壽險中心的地位。
至於內地計劃在3年後、即2021年放寬給外資壽險機構以全
資持股身份進入內地市場，馬崇達表示，目前細節未有公佈，
但相信整體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該局又指，進入內地市場優
惠待遇，也有助提高香港的吸引力。

鼓勵保險集團在港開總部
金融發展局發表報告，就振興香港人壽保險業提出七項建
議。除了設立「壽險通」外，也建議擴大現有的國際稅務協定
網絡；提供適當的稅務優惠措施，以鼓勵保險集團在港開設地
區總部；提供更理想的退休醫療及財政支援，以創造促進健康
長壽的共享價值環境；推動本地開發及應用保險科技；吸引及
培育保險業人才。
金發局主席李律仁表示，保險業對本港經濟發展貢獻良多，
惟過去數年未獲重視。他認為隨着本港人口結構變化及壽險業
務前景良好，本港有必要爭取跨國及內地壽險公司，在本港開
設地區總部的機會，以鞏固及提升本港的優勢。
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2017年本港保險機構共2,669間，就
業人數83,665人，業務收益及其他收入共5,927.97億港元，分
別較2016年增長1.18%、6.39%及15.52%。

本港對於保險
業的發展，近年
有愈來愈重視的

趨勢。有保險業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
露，數年前內地人來港買保險，令本港
的保險業發展蓬勃，但自從內地加強監
管資金出境後，內地客來港買保單遇到
了一定關卡，故保險界都希望藉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作突破口，讓本港保險業
能正式在大灣區拓展業務。

巴曙松提出「壽險通」雛形
港交所(0388)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

曙松曾在本月初公開表示，去年底
粵港澳三地銀行的總資產約7萬億美
元，存款總額有4.7萬億美元，超越
紐約及三藩市的大灣區。去年粵港
澳三地的保險保費收入高達1,280億
美元，相當全中國保險總保費收入
的25%，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

基礎良好。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中11個城

市的區域發展並不平衡，人均GDP
差距較大，最富裕的香港、廣州及
深圳，GDP總量超過2萬億元人民
幣；第二層的佛山和東莞，GDP約
6,500億至8,000億元人民幣；第三層
的6個城市，GDP約在 2,000億至
3,500億元人民幣。
故此，巴曙松認為，大灣區居民的

跨境資產配置、及企業跨境融資需求
殷切，建議推進港澳保險業在內地大
灣區開展醫療保險和財險業務，讓粵
港澳三地的互聯互通進一步加強；又
建議港澳保險公司可與廣州的保險公
司合作，在境內提供多元化的港資保
險產品。巴曙松的建議，被業內人士
認為是保險業的互聯互通、也是昨日
金發局提出的「壽險通」雛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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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吸北水 大灣區成突破口

金發局提出7項建議
■設立「壽險通」以擴大內地的保險銷售業務

■推行切合目標的資本要求

■鼓勵發行長期資產以與壽險業務長期負債作配對

■擴大現有的國際稅務協定網絡

■提供適當稅務優惠措施，以鼓勵保險集團在港開設地區總部

■提供更理想的退休醫療及財政支援，以創造促進健康長壽的共享價值環境

■推動本地開發及應用保險科技，並吸引和培育保險業人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金發局簡
介《提升香
港作為領先
人壽保險中
心的地位》
報告內容。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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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團體分析過去30年數據發現，近年高技
術職位增長放緩，持大學學歷的低技能勞工
數目再創新高，去年錄得17.7萬人，為歷年
之冠。報告提出的警示值得重視。本港高增
值新興產業發展滯後，高端職位不足，窒礙
高學歷年輕人向上流動，長此以往難免演變
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政府必須改變傳
統思維，更積極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為年輕
人開拓新出路。

本來，教育水平上升，提高人才競爭力，
有利青年向上流動。但數據顯示，本港高學
歷人士從事低技術職業的情況日益普遍。教
育局資料顯示，本港15歲及以上持有學位的
人口，由1991年的25.6萬人上升至2016年
的131萬人，累計增加4倍，佔總勞動人口比
例由9.1%增加近3倍至35%。與此同時，政
府統計處界定的「高技術工種」中，在2006
年有111萬人從事相關工種，當時持有學位
人數只有74.5萬人。但到2016年，持有學位
人數膨脹至131萬人，從事高技術工種人口
只升至141萬人，反映大學畢業生的職業競
爭越來越大。而立法會2016年進行的一項人
力資源研究發現，本港經濟增長未能創造更
多高端職位，約有26%持大學學歷的新增工
作人口，在2008年至2015年間從事文員、
服務人員及店舖銷售人員等只需中學或以下
程度的「低技術工種」，比例遠高於1994年
至2001年間的12%。

情況反映，年輕人「向下流」的趨勢日漸
惡化。究其原因，是本港產業結構擴張遲

緩、高增值職位供應不足所致。金融、貿易
及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服務為本港四大
支柱產業，佔本港生產總值近6成，近年就業
已近飽和。貿發局2017年的研究指出，香港
可進一步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產業、
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
業及環保產業等六大新產業，而科技的配合
不可或缺，偏偏本港在此方面未能跟上。

香港在研究和發展的開支（R&D）於2015
年只佔本地生產總值0.76%，遠遠不及新加
坡的2.6%、美國的2.8%、深圳的4.05%和
北京的5.6%。深圳早在2015年已經有34萬
人投身軟件和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有19萬
人從事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佔總勞動人
口近6%。反觀香港，2015年創科產業就業
人口僅有3.5萬人，生產總值只有167億元，
佔本地生產總值0.7%。

本港產業發展「吃老本」，不斷擴展的大學
畢業生能學以致用、一展所長的機會相對越來
越減少，一是轉行，到競爭激烈的金融服務業
爭飯碗，以投機賺快錢；一是只能忍受低技術
的職位，收入長期跑輸大市。人才錯配，浪費
資源，這種不合理、不正常的現象，不利香港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升競爭力，亦不利
社會和諧，只會增加社會不穩的因素。

要解決大學生不能人盡其才的問題，政府
既要下決心推動創新發展，更要結合本港的
優勢和特點，與商界、民間廣泛合作，力推
產業多元化，走高增值、高科技的再工業化
之路，為香港和年輕人開拓更廣闊的出路。

力推多元高新產業 給年輕人更廣出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林鄭月

娥。習主席讚揚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一年來發揚「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的精神，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並
表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培育新優勢，發揮
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林鄭月娥帶領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積極施政，取得顯著成績，香港風
清氣正，社會和諧，發展不俗。國家發展進入新時
代，改革開放再起航，特區政府要按習主席的指引，
發揚敢為天下先的香港精神，勇於創新求變，主動擁
抱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發展，以自身所長、
貢獻國家所需，再創獅子山下新奇蹟。

回顧過去一年，林鄭月娥銳意落實管治新猷，集中
精力解決市民最關心的經濟民生問題，本港經濟保持
平穩增長，社會更趨和諧，獲得中央高度肯定。本港
經濟表現良好，今年頭3季度GDP實際增長為3.7%，
遠高於過去10年2.7%的平均水平；香港金融業取得
長足發展，重登新股集資額（IPO）全球榜首位置；失
業率只有2.8%，創20年新低；特區政府大手筆增加
教育、醫療開支，不同階層均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
果。林鄭月娥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重視聆聽民意，
施政以民為本、急民所急，特區政府保持較高民望。

同時，在維護國家安全、堅守「一國兩制」底線的
大是大非問題上，林鄭月娥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在
不少具爭議的事務上，如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拒絕外國記者會前副主席馬凱延續工作簽證，完成高
鐵「一地兩檢」立法，特首和特區政府敢於迎難而
上，堅決打擊「港獨」、「自決」，展示出政治勇氣
和承擔，有利香港明辨是非、遏止政爭，營造了政通
人和的管治局面。

習主席和中央充分肯定林鄭月娥的施政成績，更對

香港的發展寄予厚望。習主席指出，面向未來，我們
要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支持香港、澳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
發展，作出新貢獻。

今年適逢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上月中，習主席
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
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着國家
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事業也進入了新時代。新時
代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在新時代國家
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
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習主席總結
了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發揮的六大作用，並提出四點
希望，為香港發展指路引航。

當前國家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國際環境日趨複
雜，香港面對的挑戰不容低估，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
更要將習主席的指引作為提升管治的行動指南，鞏固
香港在國際金融、貿易的傳統優勢，強化連接國家和
世界的橋樑紐帶作用，鼓勵創新創科發展，與內地開
展更緊密的產業優勢互補、分工合作，努力培育新興
產業，不斷增強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進入新時代，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是香港發展的機遇所在、大勢所趨。香港必須打破
故步自封的心態，善用「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在
國家改革開放的大舞台上，順時而為，乘勢而上，通
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與大灣區的互聯互通，拓寬
香港的發展空間，為持續改善經濟民生注入源源動
力。同時，香港各界應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排除政
爭分歧，凝神聚力，與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並肩
同行，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的
定位，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政府施政獲得肯定 融入國家再獻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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