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及公司的發展目標，楊廣
榮表示，醫結於2018年成為
數碼港培育公司計劃成員，在
推出利用區塊鏈技術支援的醫
保索償服務，為保險公司提供
科技解決方案的同時，亦讓受
保病人可享「免找數」體驗。
同時，醫生亦有誘因參
與，成為保險公司網絡醫生

（panel doctor）增加客源。
該公司與保險公司及診所合
作，現時覆蓋20萬門診受保
人，目標年內再添合作方令覆
蓋人數增至接近50萬人。
他並說，醫結最近與中國人

壽(海外)合作研發大灣區醫療網
絡平台。平台會為會員提供一
站式的醫療服務優惠，集合不

同類型醫療及健康服務。
MediConCen原來的醫療網絡
只涵蓋香港︰包括西醫、中
醫、牙科、物理治療等過800
位醫療專家，但透過和中國人
壽合作，醫結安排了深圳數十
家醫療機構加入醫療網絡，讓
香港人在大灣區也能以優惠價
錢享用優質的醫療資源。

冀助港人享灣區平價醫療

「大灣區人口為香港十倍，市場潛力巨
大，加上人的流動越來越多，但市場上有
出現空白的地方，欠缺一個產品在全大灣
區都用得到」，因此醫結瞄準填補空隙機
會。醫結行政總裁及聯合創辦人楊廣榮透
露，醫結最新與中國人壽(海外)合作，共同
研發了大灣區醫療網絡平台，提供不同類
型的醫療及健康服務。
楊廣榮引述市場數據指，香港人買個

人醫療保險，有約90%都是買住院，只
有不足10%會買門診保險，但由於門診
費較便宜，一年或要看上數十次醫生先
「回本」，然而如果客戶經常申索，就
會增加行政成本，令保費更貴，市民購
買意慾跌，令銷量跌，成本就更貴，陷
入惡性循環。在保險的申索過程中，楊
廣榮直指「人力成本佔去很大部分，不
過如果以科技進行，無論是1萬張單抑
或 1,000 萬張單的成本都無太大分
別」，因此醫結推出醫療會籍，作為與
醫療保險相似但絕不相同的另外一款更
方便易用的產品。

自動化申索 壓縮成本
楊廣榮解釋，簡單而言，當客戶登記

了醫療會籍，即可以優惠價使用門診服
務，而透過自動化技術，最大好處是可
以大大壓縮成本，目前會在深圳先行先
試，深圳有數十家醫療機構已同意加入
醫療網絡，讓香港人在大灣區也能以優
惠價錢享用醫療資源，他希望有關服務

最終可以覆蓋整個大灣區。「內地保險滲透率無香
港咁高，亦是好大競爭，不過大灣區人口是香港
10倍，加上內地為急速成長經濟體，很多企業都
搬去大灣區，隨着居民收入增長及人口增加，市場
潛力是香港數倍」，所以楊廣榮看好大灣區前景，
亦相信預先在大灣區布局的公司會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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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結（MediConCen）行政總裁及聯合
創辦人楊廣榮，在創業前先後在兩間

保險公司工作，其時年薪逾百萬，然而他卻
發現大眾對保險具刻板印象，普遍是手續繁
複、要填很多文件，致令理賠流程不夠暢
順，導致坊間對保險業抱有負面看法，因此
他開始着手研究如何簡化理賠流程，及應用
區塊鏈技術，後來創立醫結。

疫市擴張增聘員工
「老闆邊有人工㗎……好多精算師都好追
求穩定，但我覺得喺香港又唔會死嘅，有手
有腳在任何情況都不會有一個太差的後
果。」楊廣榮有多年精算師經驗，以往工作
是需謹慎計算風險及未來虧本的機率等。而
醫結2018年成立，2019年第一款產品面
世，創業約3年，雖然公司仍未盈利，不過
一盤生意已獲投資者垂青，因此在疫市下擴
張，員工人數更由最初4人增加至現時約20
多人。
問到在疫情下公司業務又有否受影響？楊
廣榮坦言，疫情最直接影響是少了人看醫
生，不過儘管受疫情影響，公司交易量仍有
雙位數上升，而疫情亦為公司帶來不少機
會，包括令公司可趁機向更多醫生推廣服
務，同時保險公司對公司科技方案接受程度
提高，「可能以往一直用人手處理索賠，但
疫情爆發下，部分員工在家工作，令索賠過
程更添困難，在相關風險增加下，令保險公
司更願意採用新科技方案」。

全賴投資者願「科水」
在疫市下擴張的動力，包括投資者的肯
定。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主要向旗下初創企業
作前期投資，即Pre-A輪或A輪，而在去年1
月至9月，基金向包括醫結在內4間金融科技
公司，共注資約3,200萬元，帶動額外約3.9
億元共同投資，總融資額達4.26億元。
楊廣榮形容公司仍在快速成長中，「初
創要視乎長遠，如何可以實現個人理想之
餘，又可以繼續生存」，他亦形容初創是
超前投資，短期或會蝕錢，因為要前期投
資，不過他強調最重要不是回報，而係做
對世界有意義的事。
醫結主要以區塊鏈技術把醫保理賠流程
自動化，在應用程式一站式連結醫生、保
險公司及受保客戶，受保人只須以手機應
用程式向醫療機構出示二維碼，保險公司
會以保險單承保範圍與醫療機構結算，受
保人無須再以先墊支、再填表方式申索，
為受保人提供自動化保險索賠和應診體
驗。目前醫結與本港多間保險公司及數百
名醫生合作，服務範圍包括西醫門診、物
理療法中心，中醫診所和牙科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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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師出身的80後香港

仔楊廣榮，神科畢業、曾年薪過

百萬，身為風險管理高手，卻選擇將前

途押注在風險極高創業之路，不做打工仔選

擇做老闆，收入也由天堂跌落地獄，不是零而是負

收入。幸好有着打不死的精神，堅信初創就是超前投

資。當疫情去年毫無預兆來襲，為避疫無人願意周街走時，這

家金融科技公司趕上時勢，做「無人接觸」生意，用區塊鏈技術把

醫保理賠流程自動化，瞄準醫療需求服務，下一步放眼大灣區。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醫保理賠自動化

精算師創業搞FinTech

香港文匯報訊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委員會在前
日的會議上同意香港的要求，將會成立專家組
審理有關香港就美國對香港貨品實施的產地來

源標記新規定違反世貿規則提出的爭端。
據港府消息，香港駐世貿常設代表羅志康於

爭端解決委員會會議上發言，重申香港強烈反
對美國單方面和不負責地對香港貨品實施產地
來源標記新規定，指出有關做法不單止毫無理
據，更違反多項世貿規則，損害香港作為世貿
一員的權益，有必要成立專家組予以跟進。

商經局：多國關注事件
商經局發言人昨表示，目前已有13個世貿成

員有意以第三方身份參與專家組的會議，顯示
他們對這個關乎多邊貿易制度和世貿成員平等
權益問題的關注。
港府於1月25日舉行的爭端解決委員會會議

上，首次要求根據爭端解決機制成立專家組審
理有關爭端。按機制，投訴方提出申請成立專
家組後，爭端解決委員會最遲應在該申請被列
入議程後的第二次會議上設立。
商經局發言人重申，根據基本法第116、151

及152條，香港是單獨的關稅地區，可以「中國
香港」的名義參與世貿和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等
國際組織作為單獨成員，並與世界各經濟體建立
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香港的獨特地位一直得到
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尊重，所享有的經貿地位
跟其他世貿成員一樣。在香港產品上標以「香港
製造」的標記，多年來獲國際接納，既符合香港
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和世貿規定，亦為消費者提供
清晰正確的產地來源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消
息，內地社交媒體平台微博已
聘請高盛、瑞士信貸和中信里
昂證券安排其在今年下半年進
行香港第二上市的事宜，此次
上市可能籌資多達7億美元
（約54.25億港元）。

微博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市
場上市，市值132億美元，背
後有阿里巴巴（9988）的支
持。
消息人士稱，微博考慮在香

港出售經擴大股本中的約
5%，以擴大投資者基礎。

微博傳聘投行安排在港第二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金管局及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中央銀行（阿聯酋央行）昨聯合宣布交換
《諒解備忘錄》，加強雙方的金融科技合作，
包括參與跨境支付應用央行數碼貨幣項目。同
時，金管局稱，歡迎阿聯酋央行及中國人民銀
行數字貨幣研究所（人行數研所）加入旗下央
行數碼貨幣項目的第二階段。
《諒解備忘錄》由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與阿聯
酋央行行長H.E. Abdulhamid M. Saeed Alah-
madi簽署。根據備忘錄，雙方同意阿聯酋央行
參與由金管局、泰國中央銀行、人行數研所及
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紐（創新樞紐）轄下香港
中心合作推行的一項「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
網絡」（m-CBDC Bridge）項目。
前稱「Inthanon-LionRock」項目，其第二階

段重新命名為「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
絡」。藉着「Inthanon-LionRock」項目的經
驗，「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項目將透
過開發概念驗證原型，進一步研究分布式分類
賬技術的能力，以促進多區域及24／7的情況
下實時跨境的同步交收外匯交易，並會探討以
本幣及外幣進行的跨境商業用例。
金管局指，隨着阿聯酋央行及人行數研所加

入，「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項目將進
一步締造有利環境，讓更多亞洲及其他地區的
央行共同研究分布式分類賬技術在提升金融基
建以處理跨境支付方面的潛力。預期研究結果
能有助解決跨境資金調撥的難題，包括效率
低、高成本及繁複的監管合規要求等。最重要
的是各參與央行將考慮概念驗證工作的成果，

以評估「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項目在
跨境資金調撥、國際貿易結算及資本市場交易
中的可行性。

金管局：阿聯酋央行參與港數碼貨幣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受疫情拖累，澳門娛樂
場去年2月份關閉15天，加
上入境限制等措施，澳博
(0880)去年業績盈轉虧，全年
錄得虧損30.25億元，2019年
錄得收益則為32.07億元，經
調整EBITDA錄得負值20.89
億元，每股基本虧損 53.3
仙，不派息。不過，由於受
到澳門昨日起取消所有內地
入境人士隔離要求，刺激濠
賭 股 造 好 ， 澳 博 昨 日 升
7.9%，收報11.2元。

上葡京今年起營運
截至去年底，澳博去年博

彩淨收益跌 78%，至 73 億
元；酒店、餐飲、零售及其
他收入則按年跌近 66%至
3.59億元。中場博彩收益方
面，錄得58.59億元，按年跌

76.7%；貴賓博彩收益則為
20.37億元，按年跌85.1%。
此外，該集團旗下旗艦娛樂
場新葡京娛樂場，去年博彩
收益按年跌84%，至20.67億
元。此外，新葡京酒店全年
的 入 住 率 減 少 76% ， 至
17.9% ，平均房租則減少
2.9%，至1,465元。
另一方面，該集團位於路
氹的綜合度假村項目「上葡
京」已竣工，項目正接受當
地政府機關的最後驗收，預
計「上葡京」於今年上半年
開始營運。
不過，該集團於業績報告

中表示，由於COVID-19 疫
情及對其採取措施不斷變
化，該集團無法確定入境限
制何時能解除，以及若疫情
出現逆轉，相關限制會否重
新執行。

世貿設專家組審理香港標記爭端 澳博去年盈轉虧
蝕逾30億

看中大灣區「無人接觸」醫療需求

◀醫結APP只需簡登記便可使
用，讓用戶從此告別冗長的索償
過程及煩繁的文書工作。

網上截圖

●●醫結在深圳先行先試醫療會籍醫結在深圳先行先試醫療會籍，，讓客戶以優惠讓客戶以優惠
價使用門診服務價使用門診服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去年針對香港製造並出口美國美國去年針對香港製造並出口美國
貨品實施的產地來源標記新規定貨品實施的產地來源標記新規定。。

●金管局歡迎阿聯酋央行及人行數研所加入旗
下央行數碼貨幣項目的第二階段。 資料圖片

▲楊廣榮指出，公司在疫市下擴
張，員工增加至約2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