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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友邦保險集團 – 2011 年第一季新業務摘要
強勁的首季表現展示盈利增長動力
香港，2011 年 4 月 18 日 –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或「AIA」，股份代號：1299 )
欣然宣佈其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止之第一季新業務摘要。
本集團的策略專注於以帶盈利的增長創造價值：
• 新業務價值 1 上升 21%至 1.82 億美元
• 集團新業務價值利潤率 2 增加 130 個基點至 35.2%
• 年化新保費 3 銷售額上升 17%至 5.12 億美元
• 總加權保費收入 4 上升 12%至 33.03 億美元

主要財務概要

新業務價值
新業務價值利潤率（年化新保費百分比）
年化新保費
總加權保費收入

2011 年
第一季

2010 年
第一季

182

151

+21%

35.2%

33.9%

+130 個基點

512

437

+17%

3,303

2,950

+12%

增長

（除另有訂明外，均以百萬美元列示）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行官兼總裁杜嘉褀 (Mark Tucker) 先生就有關數據表示：「友邦保險於 2011 年
展開了很好的勢頭，首季的強勁新業務表現展示我們持續的盈利增長動力。我們指定的基本表現指
標 – 新業務價值，按年增長 21%，而新業務價值利潤率則按年上升 130 個基點。」
「如此的業務表現反映我們落實的多項舉措能夠提升盈利能力。我們透過管理產品組合，以改善我
們於區內所有營運市場的新業務價值。我們展開了『目標銷售活動』以推廣友邦保險在協助客戶應
對保障需要的強勁實力。在我們營運的市場上，我們亦有能力為客戶填補目前存在的不少保障缺
口。我們在落實『最優秀代理』策略方面亦取得良好進展，以提升代理的生產力及客戶銷售體
驗。」
「亞洲憑藉其結構性的增長動力成為全球提供長遠儲蓄及保障產品最活躍的地區市場。我們相信友
邦保險的分銷網絡、產品設計專業、穩健的財政實力，並在亞太區 14 個市場以全資營運及百分百專
注於零售金融服務，這一切都為未來的盈利增長提供獨有的平台。」
「為了我們客戶、股東及員工的利益，我們全體仝人將會繼續專注捕捉這龐大的機遇。」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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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摘要
對壽險公司而言，亞太區市場的經營環境於 2011 年第一季持續向好。
然而，2011 年初出現的天災導致極大的人命傷亡。儘管該等事件對我們的業務並無構成重大的財務
影響，但對那些受可怕慘劇影響並正重新振作的災民，我們寄予無限祝福。
新業務價值及新業務價值利潤率
新業務價值較去年同期增加 21%至 1.82 億美元，而新業務價值利潤率較 2010 年第一季增加 130 個
基點。
產品組合改變及產品重新定價為推動利潤率增加的主要因素。藉著為產品提供更多的保障項目選
擇，以及對若干選定的傳統壽險產品重新定價，產品組合得以改善。我們剔除低利潤率的產品，專
注於期繳保費業務及減少後付模式產品結構。香港、泰國及中國尤其受惠於該等舉措，而新加坡則
受惠於轉向出售較高利潤率的投資連結式產品。誠如預期一樣，與 2010 年第一季強勁的業績比較以
及我們繼續重新定位當地的業務，韓國的業績有所下降。
我們繼續以友邦保險的強勁現金流重新投資於自身的新業務機會，使集團淨內部回報率超過 20%。
年化新保費及總加權保費收入
年化新保費增加 17%至 5.12 億美元。香港及新加坡的年化新保費增長特別強勁，增幅超過 30%。
總加權保費收入增加 12%至 33.03 億美元。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及其他市場
保費收入均達到雙位數字的按年增幅。

5

的總加權

我們相信總加權保費收入將為傳統業務可能出現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營運溢利模式提供有用的指示
性標準，此乃由於當確認傳統業務保費收益時，亦同時計入合約負債。6
前景
我們對 2011 年餘下三個季度的市況仍保持樂觀態度。推動亞太地區自身增長的長期動力（包括經濟
及結構性動力）乃十分穩固。
我們的團隊在亞洲建立具盈利的業務方面有良好往績，而我們將繼續執行我們的業務計劃，以確保
我們所有業務能在將來持續發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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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集團簡介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友邦保險集團」或「本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泛亞地
區獨立上市人壽保險集團，在亞太區 14 個市場擁有全資附屬或分支營運機構，包括香港、泰國、新
加坡、中國、馬來西亞、韓國、菲律賓、澳洲、印尼、台灣、越南、新西蘭、澳門及汶萊及 26%印
度的合資公司權益。
集團在區內植根超過 90 年。按壽險保費計算，集團在亞太地區(日本除外)領先同業，並於大部分市
場穩佔領導地位。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集團擁有總資產 1,079 億美元。
友邦保險集團提供全面的產品及服務，涵蓋退休計劃、壽險和意外及醫療保險，以滿足個人客戶在
儲蓄及保障方面的需要。此外，集團亦為企業客戶提供僱員福利、信貸保險和退休保障服務。集團
透過遍佈亞太區逾 260,000 名專屬代理及逾 21,000 名員工的龐大網絡，為超過 2,300 萬名個人保單
持有人及逾 1,000 萬名團體保單的參與成員提供服務。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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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

除另有訂明外，增長乃以按年基準列示。
計算新業務價值利潤率並不包括企業退休金業務。
3
年化新保費指再保險分出前年化首年保費 100%及保期內新整付保費 10%之總和計算。
4
總加權保費收入包括續保保費 100%、首年保費 100%及整付保費 10%。
5
其他市場指於澳洲、菲律賓、印尼、越南、台灣及新西蘭的業務。
6
本集團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營運溢利的定義並不包括任何已投資資產的盈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稅前溢利其中
包括股東應佔已變現盈虧部分，惟不包括保單持有人應佔分紅基金部分。
2

附註
1

第一季財政季度於 2011 年 2 月 28 日結束。
除另有訂明外，所有數據均以實際公佈貨幣呈列，並按實際平均匯率計算。
3
新業務價值乃按適用銷售假設計算，惟並未扣除非控股權益應佔款額。於 2011 年第一季，非控股權益應佔
新業務價值款額為 70 萬美元（2010 年第一季：50 萬美元）。自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香港聯交所刊登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 2010 年全年初步業績公告以來，經濟假設與該公告所載者並無重大改變。所使用的非
經濟假設乃基於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假設而更新，以反映最近期的實際經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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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載有與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相關的若干前瞻性陳述，有關陳述乃基於管理層所信及管理層於本文件刊
發當日所作的假設及現有數據而作出。因其性質使然，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重大風險。本文件所用的「會」、
「計劃」、「應該」等詞語及類似字眼，旨在作出前瞻性陳述。 閣下於依賴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及不明朗
因素的任何前瞻性陳述時務須審慎。實際業績及事件與前瞻性陳述所載資料可能有重大分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