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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理財精英會於11月8日星期五到訪深圳，進行兩日

一夜之深圳樓盤考察。在此特別鳴謝深圳中原團隊的

熱情款待，安排一眾精英會同事參觀深圳大熱紅盤：中洲濱

海、華僑城天鵝堡、壹方中心等，更特意為我們安排了美味

又精緻的晚餐。

中原理財精英會 

深港聯動樓盤
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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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原金融集團主辦，展望2020年的投資研討會在12月15日圓滿結束。當日演講嘉賓陣容鼎盛，分別有

中原證券及資産管理執行董事梁鈞宇先生、中原中國 (深圳 )董事總經理鄭叔倫先生及中原集團創辦人施

永青先生。他們為是次研討會超過300名觀衆，發表了他們對環球經濟、深圳和香港物業市場，以至中港問題

的看法及相關投資部署。

貿易戰暫緩 來年經濟平穩發展
首先，梁鈞宇認為2019年資本市場縱然波動，但整體而言是向好的，大部份股市都錄得雙位數回報，尤其是

經濟增長不俗仍減息的美國股市。可是，受本地社會運動及貿易戰的兩重打擊，香港錄得衰退，恒生指數截至

12月中，亦只有單位數回報，跑輸環球股市。

在低息、人口老化、增長低迷及各國負債高企下，梁預計未來的投資回

報會持續下降，對没有資產的年青人及退休人士而言是負面的。而在

資訊科技及資本集中的影響下，龍頭企業的表現仍會優於中小企。

此外，2019年上升達三成的美股，雖然今年現金回購股份的金額

會再下跌，且在大選年減息亦難見進取，但隨著中美首階協議達

成，2020年上半年投資者信心及經濟增長會更佳，美股牛市仍未

完結。至於港股，以市盈率計已處偏低水平的11x，加上本地社

會運動開始退潮，而內地可能在通脹緩和後，於第二及第三季推針

對性的刺激政策，相信港股會受惠，梁推算2020年底恒指可望升至

32,000點。

投資研討會 2020投資展望 

中港股市 深圳樓市 宏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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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樓市講座重點

自中央支持深圳建立「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加上大灣區概念，近月深圳樓市變得更火熱，

吸引不少港人投資。講座第二部分由中原地產中國大陸區副總裁兼深圳中原董事總經

理鄭叔倫先生，以五大因素，包括：經濟、資金、人口、供求比及政策，配以大量

圖表數據，向參加者深入剖析深圳樓市。

深圳的地區生產總值 (GDP)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蹟，自1979年起，當地增長

倍數大幅領先全國。深圳的成功，吸引大量資金流入，部分資金流入房地產項

目，帶動樓價上漲。人口方面，深圳的城市人才吸引力全國排名第一，常住人

口正不斷增加，可為當地住宅市場帶來穩健的剛性需求。可是，現時深圳已開

發逾九成可建設用地，開發面積比率遠比香港高，住宅供不應求的情況比香港

更嚴峻。為避免樓市過熱，深圳執行多項調控政策，例如限價和限購等。投資者

或有意到深圳置業人士宜在政策放寬時入市，其後往往能享受較高的樓價升幅。最

後，鄭更分享不少成交個案，以實例說明過去深圳樓價漲幅顯著。因為時間所限，鄭的

團隊特別製作了一本包含大部份港人到深圳置業須知的指南，送給數百在場來賓。

中美糾紛屬長期 香港對內地仍具戰略價值
施永青先生認為美國過去希望中國在經濟不斷發展下，最終會向西方自由和資

本主義的道路靠攏，但其後發覺中國的選擇與美國預期並不相同，意識形態

是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由於中國國力增長迅速，不旦快追上美國，更可能威脅到美國全球的領導地位。而

「一哥」身份對美國極為重要，因美國現時是利用美元的國際地位作為工具，控制全

球貨幣供應，以美元在外面購買商品。若中國成功挑戰美國，將對美國、美元以至

美國人民的生活質素帶來負面影響。

相信2018年第一季開始的貿易戰，只開啟了中美糾紛的序幕，未來美國除會利用貿易

來制約中國，還會從貨幣、金融、外交等各方面著手，包括會利用香港、台灣、新彊、西

藏等地的社會運動，以阻礙中國的崛起。

集團活動二〇二〇年 一月號05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美角力是人類世界文明進程中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人類會選擇以西方為首的個人主義道

路，或是以中國代表的集體主義之路，仍未有共識。但若香港成為中美之間鬥爭的前綫及磨心，施生認為香港

的未來角色會從經濟主導轉為政治爭拗為生活主軸，此改變會局限香港的經濟發展。

短期而言，受中美糾紛及本土社會運動影響，香港2020年的經濟會比2019更為困難，但今年亦是中美鬥爭

的「休戰期」，加上內地仍需香港以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幫助解決內地社會主義的不足，故施生認為在香港社

會重回和平後，中國將再次協助香港的經濟發展。至於個人投資組合方面，施生認為應抱較審慎態度，故減持

5%股票，增加5%債券及現金的比例，其最新組合比例為物業30%, 股票25%, 債券及現金25%, 黃金20%。

上季：

 物業 30% 
 股票 30% 
 債券與現金 20% 
 黃金 20%

今季：

 物業 30% 
 股票 25% 
 債券與現金 25% 
 黃金 20%

20%
黃金

物業

30%

施生建議資產組合比例

債券與現金

25%

25%
股票

然後是觀眾發問環節，四位嘉賓回答了多位觀衆的提

問，包括是否同意明日大嶼及深圳一區是置業首選等。

最後，大會在掌聲中緩緩落幕。總結是次研討會的成

功，我們衷心感謝三位嘉賓和蒞臨的觀眾朋友們在百忙

中抽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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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地物業背景

  行業背景

受惠於城鎮人口及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近年內地對物業管理 (下稱物管 )的服務需求相應增加。據中國指

數研究院估計，中國的物管市場面積將於2021年增加至235億平方米（圖一），連同社區增值服務，物管

市場規模將逾一萬億元人民幣。2018年百強物管企業的平均管理面積約3,718萬平方米（圖二），按年增加

17.5%。物管行業正快速增長。

中國房地產業正進入存量時代，全國商品房的銷售增速放緩（圖三），樓價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調下亦缺乏

明顯上升動力。然而，內房普遍存有高負債問題，行業增長放緩將不利其發展。內房除了賣樓，亦積極另謀

出路，物業管理因此加快應運而生，在存量市場下衍生出增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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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智研諮詢，中國指數研究院

中國物業管理行業面積（圖一） 百強企業管理規模（圖二）

2012 20152013 20162014 2015 2016 2021E

左：物業管理面積（億平方米） 右：按年增長 左：管理面積（十萬平方米） 右：在管項目數量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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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行業較少受經濟週期和政策影響，而且帶有輕資產、盈利能見度高及現金流穩定的特點，其板塊

估值因此較高。物管股的市盈率普遍達20倍以上，相比之下內房股一般的市盈率僅有個位數字。內房

分拆物管公司上市，將能夠利用物管版塊的較高估值開拓資金渠道。自2018年起，不少內房陸續分拆

物管公司上市（表一）。現時在香港上市的物管公司約二十家，該板塊的上市熱潮仍處於初期階段，未

來數年應有不少內地物管公司陸續上市。綜合市場資訊，短期內有可能分拆物管公司上市的內房包括：

時代中國、萬科、遠洋、潤地、世房、建業地產及富力等。

部分物管公司的基本數據（表一）

名稱  市盈率 (倍 ) 市值 (百萬港元 ) 上市日期 相關房企
相關房企 
市盈率 (倍 )

相關房企市值 
(百萬港元 )

永升生活 (1995.HK) N/A 7,128.90 17/12/2018 旭輝 (884.HK) 7.69 44,963.33

碧桂園服務 (6098.HK) 46.43 68,585.61 19/6/2018 碧桂園 (2007.HK) 5.62 238,106.82

綠城服務 (2869.HK) 44.91 23,877.30 12/7/2016 綠城中國 (3900.HK) 27.28 17,497.62

中海物業 (2669.HK) 36.87 15,842.67 23/10/2015 中海外 (688.HK) 6.16 287,600.29

新城悅 (1755.HK) 41.92 9,162.72 6/11/2018 新城發展 (1030.HK) 6.61 49,197.66

奧園健康 (3662.HK) 29.57 4,212.25 18/3/2019 中國奧園 (3883.HK) 7.78 30,132.29

雅生活 (3319.HK) 29.79 33,666.68 9/2/2018 雅居樂 (3383.HK) 4.53 42,930.84

佳兆業美好 (2168.HK) 19.08 2,758.00 6/12/2018 佳兆業 (1638.HK) 4.33 18,742.24

彩生活 (1778.HK) 9.87 6,188.94 30/6/2014 花樣年 (1777.HK) 9.32 7,554.31

保利物業 (6049.HK) 33.4-38.2* 16,370-18,720* 19/12/2019 保利 (119.HK) 1.91 10,252.30

資料來源：彭博，公司資料 (截至2019年11月29日 )   *為市場估計，至截稿時仍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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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及金額增速（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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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管理的營運模式

目前物管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傳統的物業管理服務和各類社區增值服務（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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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物管服務的營運模式簡單，其規模主要取決於管理面積的大小。一

般而言，若內房的銷售強勁，旗下物管公司的在管面積和合約面積增長

便能取得一定保證（圖五及圖六）。除了背靠母企，物管公司亦會積極併

購第三方項目以提高市場份額。然而，規模愈大不一定等於盈利能力愈

高。2018年內地住宅的管理費約2.25元人民幣 /平方米 /月。受合同

及業主審議所限，管理費每年的上調空間可能只有通脹若干水平，加價

有機會不被續約。而物業管理屬於勞動力密集的行業，工資佔該行業的

營運成本近六成。在過去十年，內地城鎮人口的工資水平增速每年平均

約近一成，長遠而言會對傳統物管服務的利潤結構造成負面影響。2019

年上半年行業平均的毛利率約25%，較2018年同期略降。因此，行業

需要進行革新或加強成本控制。

百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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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公司資訊（截至2019年6月30日）

碧桂園服務 永升生活 綠城服務 中海物業 佳兆業美好 新城悅 雅生活 彩生活 奧園健康 保利物業

物管公司的收入與毛利（圖四）

收入組成（物管） 毛利率收入組成（增值服務或其他）

物管公司的收費及合同管理面積（圖五）

資料來源：公司資料 (截至2019年6月30日 )

碧桂園服務 永升生活 綠城服務 佳兆業美好 新城悅 雅生活 彩生活 保利物業

物業服務收費管理面積 合同管理面積

投投是道二〇二〇年 一月號09



面對傳統業務的毛利率受壓及規模競爭，物

管公司積極發展各類社區增值服務。增值服

務的毛利率可達30%至60%以上（表二），

發展增值服務既可提高公司整體毛利率，又

有機會藉此提升用戶黏性。目前社區增值服

務的種類五花八門，例子包括：物業銷售代

理、網上團購日常用品、養老託兒、教育以

至金融服務等等。在科技及大數據支持下，

物管公司可輕易獲得住戶的生活及消費模式

等資訊，增值服務未來的發展空間仍大。

  風險及總結

物管行業主要有三項風險因素。第一，若房企銷售減速或

會令物管公司的合約面積增長放緩，投資者需留意相關

房企的銷售面積增長；第二，行業競爭加劇，併購成本

或會上升；第三，管理費升幅不足以抵銷工資等成本快

速上漲，令毛利率受壓。惟以上風險因素目前仍然可控。

宏觀角度而言，城鎮化發展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會為

市場帶來持續穩定的物業管理服務需求，加上大部分物

管企業仍處於擴張階段，我們相信行業前景仍然樂觀。

目前物管公司的上市數量和年資遠比房企少，此板塊具

有不少增長和整合空間，投資者宜中長線吸納。

二. 隨選經濟

  甚麼是隨選經濟?

隨選經濟是指消費者利用網路科技獲得即時、方便、專門的服務及商品。流動應用程式提供一個線上平台結合商戶及消

費者，消費者透過智能手機及流動應用程式即可滿足當刻的服務需求。隨選經濟的企業最常見的經營範疇包括：

交通服務 送餐服務 旅遊服務 專業服務

資料來源：公司資料 (截至2019年6月30日 )

物管公司不同業務的毛利率（表二）

毛利率 (物管 ) 毛利率 (增值服務或其他 )

碧桂園服務 35.7% 42.3%-62.8%

永升生活 20.8% 22%-64.5%

綠城服務 11.9% 19.3%-38.1%

中海物業 16.8% 33.9%-42.8%

佳兆業美好 34.1% 27.5%-43.6%

新城悅 28.1% 18%-69.7%

雅生活 26.0% 49.2%-51.4%

彩生活 26.5% 25.2%-81.9%

保利物業 18.1% 2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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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園 旭輝 綠城中國 佳兆業 新城發展 雅居樂 花樣年 保利

相關房企的住宅銷售金額（圖六）

2019年1-11月合約銷售額（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

資料來源：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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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選經濟各參與方如何從中得益? 

隨選經濟主要由3類型的參與者組成，而他們亦能從中得益：

  為何隨選經濟現在崛起?

➊ 原因一：網路速度快速增長 

 通訊網路科技日新月異，自2008年4G興起令傳輸速度由3G時每秒2MB提升至最高每秒1GB，速度大幅增長令流動通

訊用戶大部份需求得到滿足。未來5G的出現會再加快隨選經濟的興起。

➋ 原因二：智能手機及智能裝置日益普及

 自2016年開始至今，全球人口已擁有智能手機32億部，預

計2021年該數字將穩步上升至38億部。而全球人口擁有的

智能裝置數量 (包括手機、平板電腦等 )亦同期穩步上升至

2019年131億部，未來2021年預計將升至149.1億部。

裝置普及有利隨選經濟的傳播。

➌ 原因三：Y世代及Z世代崛起

 全球Y及Z世代 (即1980年代至今出生的一群 )，2019年人

口約29.9億人或佔全球39%，其中全球大約61%的Y及Z

世代都身在亞洲區。該年齡層熱衷於新科技，學習能力強，

講求快捷，隨選經濟的正好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令隨選經

濟對全球的影響力日增。

➊ 消費者

 提出的需求能迅速獲得滿足，

利用線上平台的反饋及評級能

獲得更好的商品及服務，未來

的消費模式亦漸漸會由消費者

所主導。

➋ 合作商戶／服務供應商（「商戶」）

 以更便捷的方式進一步接觸新的客戶群，獲取

額外收入。客戶增加令商戶的資產（以送餐服

務為例：廚房）的使用率上升，令其營運更有

效。商戶亦可從平台開發商獲取數據作進一步

產品及客戶分析，改善企業營運。

➌ 平台開發商（「開發商」）

 提供推廣服務、物流服務 

（如送餐）從而從商戶及消費

者賺取收入，收入可以是按

每次下單計算或與商戶按收

入進行分成所得。

 資料來源：美團點評招股文件

香港上市的平台開發商美團點評的營運模式正好表達上述各方在隨選經濟下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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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選經濟概念股份投資注意事項

隨選經濟企業可否成功視乎：

➊ 商業模式可否達到規模效益及持久帶來盈利

 開發商要面對市場激烈的競爭，他們在市場不惜工本花費推廣自家平台的品牌務求盡快培育消費者對平台的倚賴

及忠誠。如開發商的未來市場推廣經費佔收入比率漸漸下降，或可反映他們漸漸能達到規模效益。另外，隨選經

濟企業大部份均是新興企業，因此持有充足現金維持企業運作是必需的，故擁有充裕資金的企業（高現金佔比）將

會有優勢。

➋ 開發商是否能為顧客提供穩定、安全的顧客體驗

 消費者對平台的忠誠度及活躍程度是開發商能否穩定賺取收入的因素之一，而忠誠度則視乎消費者能否經平台獲

得良好的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因此開發商需花功夫對合作商戶進行盡職審查，如Uber必需對參與

司機的駕駛紀錄及背景進行審查方可批准加入提供服務。不過由於產品的優劣高低較服務更能客觀量度，因此提

供產品銷售的平台的顧客體驗將比服務較易掌握。除此之外，部份產品如訂房服務則由大集團所管理，所以開發

商亦較容易跟進及保證客戶服務體驗質素是否穩定，該類產品的產品風險亦相對專業服務或交通服務可控。

➌ 平台產品面臨的法律及政策風險多寡

 部份產品如交通服務及訂房服務所處的行業均受到營運國家的法律嚴格規管，隨選經濟的出現對本身行業生態

帶來衝擊及打撃原有經營者的概得利益。概得利益者或會以不同方式抗議，迫使政府打擊新營運者經營，如抗議

Uber的計程車司機曾在各地罷駛堵路。因此如開發商提供產品的市場較為開放（如送餐服務）則將會令其營運更暢

順，更易達到規模效益。

  結語

隨選經濟企業未來或為市場帶來新衝擊，不過投資者在選擇企業時，宜考慮企業的商業模式是否可持續經營、容易

達到規模效益、所提供的產品質素及行業的法律風險是否可控方可進行投資。

已上市的隨選經濟概念股一覽 (截至2019年12月13日）（美元計 )

企業名稱 股份編號 上市地點 市值（百萬） # 2019年至今總回報（%）

交通服務

Uber UBER US EQUITY 美國 48,598.67 1.50 -39.69%

Lyft LYFT US EQUITY 美國 13,917.31 1.41 -35.07%

送餐服務

美團點評 3690 HK EQUITY 香港 75,294.94 1.85 131.35%

Delivery Hero DHER GY EQUITY 德國 12,976.65 1.11  84.87%  

GrubHub GRUB US EQUITY 美國 3,981.71 1.01 -43.31%

Just Eat JE/LN EQUITY 英國 7,188.44 0.65  40.71%

旅遊服務

Trip.com TRIP US EQUIT 美國 4,077.21 1.70 -39.09%

Booking Holdings Inc. BKNG US EQUIT 美國 82,606.41 1.77  14.58%  

專業服務

Upwork Inc. UPWK US EQUITY 美國 1,167.26 1.01 -42.46%

Freelancer LTO FLN AU EQUITY 澳洲 183.41 0.86 -32.33%

 資料來源：彭博 #2018年年度數據：現金佔比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可供出售證券及其他短期投資 ) / 短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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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身邊看過「變臉」這表演藝術的朋友說，每次看變臉表演，都總是覺得讚嘆不已，想去探究一下這國粹背後，究竟是怎
麼一回事？

 a臉譜都是由表演者親手製作繪畫的。

變臉的方法

抹臉

• 將油彩塗在臉的某一特定部位

上，到時用手往臉上一抹，便可

變成另外一種臉色。

扯臉

• 比較複雜的一種變臉方法。它是事前將臉譜畫

在一張張綢子上，剪好，隨著表演的需要，在

舞蹈動作的掩護下，再一張一張地扯下來。

氣功變臉

• 能夠運用氣功而使臉由紅變白，再由白轉青。

• 傳說已故川劇名演員彭泗洪，在扮演《空城計》

中的諸葛亮時，當琴童報告司馬懿大兵退去以

後，他意在表現諸葛亮如釋重負後的感覺。 

吹臉

• 用一個小小的器皿盛著單一種顏

色的粉末粉末貼在臉上變成另一

重顏色快速地變換不同顏色。

變臉的由來

變臉是一種源自於中國川劇的藝術，約有200多年歷史。

川劇是漢族戲曲劇種之一，流行於四川東中部、重慶及貴州、

雲南部分地區。川劇臉譜，是川劇表演藝術中重要的組成部

分，是歷代川劇藝人共同創造並傳承下來的藝術瑰寶。

跟據川劇劇情需要－演員運用「變臉」絕活，能不換場就變出

五種臉相，不管喜、怒、哀、樂、或是驚訝、憂傷都可以在一

剎那間變化出來，使得演員能夠將劇中人物的內心起伏，藉由

臉相的轉變，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川劇的演員運用「變臉」絕活，能不換場就變出五種臉相跟據劇情化身成為不同人物。例如相傳是第一部加入變臉的川劇－《歸

正樓》，講述一位俠士劫富濟貧，以【變臉】巧妙脫身，令川劇的傳統「變臉」特技，俗稱「三變化身」，被譽為“ 中國一絕”。

傳統變臉 現今變臉

一般配合劇情需要 成為一個獨立表演

小角色為主 沒有角色規限

變臉張數最多 
約為6-8張

變臉張數可以過達20張以上
(世界紀錄一場變臉變出102 臉－由韋瑞群大師及 
韋飛雄小姐2010年於台灣直播節目中創下）

需要道具配合 可以在無遮蓋下變換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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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粹之川劇變臉 

面譜背後 神秘魅力
撰文：韋飛雄    相片：韋飛雄



變臉的新元素

➊ 我們會為變臉加入不同的新元素，例如，加入動感較強
的外國POP MUSIC，配合一段HIPPOP舞，加入廣為

人知的卡通臉譜，增加觀眾的共鳴感。

 a在表演中加入了 Iron Man的臉譜，加深觀眾對變臉的印像。

 a川劇變臉×粵劇對打的表演。  a於2018年6月2日於文化中心露天場地舉辦千人變臉活動，讓台下近1000名觀眾
除了欣賞，更可以親身體驗如何變出2張臉。

 a以西方童話故事為主題的表演。

➋ 創作以西方童話故事主題的變衫變臉表演。

➌ 與不同團體合作令變臉表演更立體。 ➍ 在表演時，除了讓觀眾欣賞，更讓他們有機會親身體驗。

筆者介紹－韋飛雄 
變臉師－韋飛雄小姐，第23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全

球）總金獎得主，師承其父親「香港國寶級變臉大師」－韋

瑞群先生，是香港著名的變臉師父，演出生涯16年，到訪

超過15個國家及地區演出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阿

布扎比，日本，台灣，星加玻，泰國，俄羅斯等等，多

年來不斷創新，創作出不同的變臉表演，成為現時香

港最著名的變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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