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不 負 責 ，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不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股份代號：662） 

 

2012年中期業績 
 
Asia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亞洲金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

月期間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附註         2012年       2011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687,858 538,37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費毛額  687,858 538,376 
分保人攤佔保費毛額  (208,830) (163,288) 
未滿期保費撥備轉變  (71,034) (31,914) 
人壽儲備轉變  (2,958) (1,27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險合約保費收入淨額   405,036 341,899 
 
已支付賠款毛額  (308,219) (196,991) 
分保人攤佔已支付賠款毛額   69,784 67,488 
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7,509) (50,467) 
分保人攤佔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6,939 (7,00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索賠淨額   (239,005) (186,978) 
 
佣金收入   34,062 27,560 
佣金費用   (126,621) (111,01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佣金費用淨額   (92,559) (83,459)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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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2年       2011年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保業務管理費用    (23,926) (22,65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承保溢利   49,546 48,806 
 
股息收入  39,492 33,491 
投資之已變現盈利／（虧損）   23,243 (8,425) 
投資之未變現盈利／（虧損）   93,397 (14,778) 
利息收入   32,937 30,791 
其他收入及盈利淨額  (2,309) 5,64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36,306 95,526 
 
經營支出    (39,688) (37,98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96,618 57,546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15,363 12,386 
所佔聯營公司損益    60,399 37,63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4 272,380 107,568 
 
所得稅支出 5 (19,818) (10,52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溢利    252,562 97,046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所佔： 

本公司股東     249,894 94,331 
非控股股東權益    2,668 2,71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52,562 97,046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中期股息 6 35,672 15,288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每股中期股息 6         3.5港仙    1.5港仙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利 7 
 
基本—按期內溢利                     24.5港仙       9.3港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攤薄—按期內溢利   不適用 不適用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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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2年       2011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利  252,562 97,046 
 
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證券： 

公平價值變動  346,240 20,935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之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投資儲備變動  252 (118) 
匯兌儲備變動  726 2,737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減資之外匯差異重新分類 

至簡明綜合收益表  (5,211) (12,31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4,233) (9,69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聯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投資儲備變動  7,709 (5,048) 
匯兌儲備變動  (2,722) 4,94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4,987 (10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境外業務匯兌折算差額  349 (19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347,343 10,93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99,905 107,97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 

本公司股東  594,897 106,815 
非控股股東權益  5,008 1,16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599,905 107,97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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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未經審核） 
2012年6月30日 
               
                                                    2012年         2011年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815 154,971 
投資物業  4,150 4,15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03,329 245,020 
借予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  35,457 37,600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225,460 162,099 
應收一聯營公司款項  168,390 164,763 
遞延稅項資產  17,955 35,029 
持有直至到期之證券  746,440 776,816 
備供銷售證券  2,754,332 2,262,256 
抵押存款  102,605 92,605 
貸款及墊款及其他資產  198,309 208,225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1,790,515 1,848,154 
應收保險款項  211,098 151,751 
分保資產  484,244 426,625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1,081,560 841,581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資產總額  8,175,659 7,411,64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行股本  1,019,200 1,019,200 
儲備  4,917,234 4,358,009 
擬派股息  35,672 20,38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5,972,106 5,397,59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457 14,44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5,991,563 5,412,042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1,765,394 1,633,212 
應付保險  163,861 135,341 
應付聯營公司款項  4,222 4,222 
其他負債  195,408 168,451 
應付稅項  45,365 48,531 
遞延稅項負債  9,846 9,84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總額  2,184,096 1,999,60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總額  8,175,659 7,411,64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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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    會計政策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所採

納的會計準則和編製基準與本公司2011年12月31日止之週年財務報告是一致的，但下

列所述於2012年1月1日開始會計期間生效及已經採納之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HKFRSs”）及香港會計準則（“HKAS”）則除外。 
 

 

HKFRS 1（修訂）  HKFRS 1「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嚴重惡性通脹及取 
消首次採納者的固定過渡日」的修訂 

 

HKFRS 7（修訂）  HKFRS 7「金融工具：披露－金融資產轉讓」的修訂  

 

HKAS 12（修訂）  HKAS 12「所得稅－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的修訂 

 

HKFRS 1（修訂）引入受嚴重惡性通脹影響的實體的一項新的推定成本豁免，該等實

體可於其首份HKFRS財務報表中選擇以公平價值作為受嚴重惡性通脹影響的資產及

負債的推定成本。該修訂亦取消了HKFRS 1中有關終止確認及首日錄得收益或虧損的

交易的舊有固定過渡日期。 

 

HKFRS 7（修訂）規定，若一實體持續參與被終止確認的金融資產，該實體須就該資

產披露定量及定性上的資料。 

 

HKAS 12（修訂）闡明以公平價值計量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的釐定。該等修訂引入

可推翻推定，即以公平價值計量之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應以藉出售而可收回其賬面

值之基礎而釐定。此外，該等修訂納入以往在香港（註釋常務委員會）－詮釋（「HK
（SIC）－詮釋」） 21「所得稅－重估非折舊資產的收回」之規定，即採用HKAS 16
之重估模式計量之非折舊性資產之遞延稅項，應以出售基礎計量。 

 
採納該新增及經修訂 HKFRSs 及 HKAS 對本集團的財務狀況或表現並無任何重大影

響，亦不會導致須重列比較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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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續） 
 
2.  經營分類資料 
 

﹙a﹚ 經營分類 
 
 下表載列按本集團經營類別劃分之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 保險 公司 項目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2012年 

6月30日止六個月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687,858 - - 687,858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利淨額 128,660 58,100 - 186,760 
業務單位之間 939 - (939)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總計  817,457 58,100 (939) 874,61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157,361 39,257 - 196,61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共同控制實體 2,964 12,399 - 15,363 
聯營公司 9,558 50,841 - 60,399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272,380 
所得稅支出 (15,996) (3,822) - (19,818)       ___________ 
期內溢利    252,56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本集團 保險 公司 項目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2011年 

6月30日止六個月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538,376 - - 538,376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利淨額 35,062 11,658 - 46,720   
業務單位之間 1,302 - (1,302)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總計  574,740 11,658 (1,302) 585,09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64,558 (7,012) - 57,54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共同控制實體 6,959 5,427 - 12,386   
聯營公司 9,686 27,950 - 37,636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107,568 
所得稅支出 (9,376) (1,146) - (10,522)       ___________ 
期內溢利    97,046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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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續） 
 
2. 經營分類資料（續） 
 

﹙b﹚地區資料 
 

本集團收入及業績，逾90%乃來自在香港、澳門及中國進行之業務。 
 
 

3. 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營業額，為來自期內直接及分保業務折扣後之保費毛額。 
 
 

4.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已計入／（扣除）下列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2年         2011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核數師酬金 (1,203) (1,157) 
 折舊 (4,735) (6,178) 
 員工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 (39,982) (38,936)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468) (388) 
 已變現盈利／（虧損）：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持作交易），淨額 21,379 (7,985) 
   －出售備供銷售證券 47 39 
   －贖回／收回持有直至到期證券 1,817 (47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3,243 (8,42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未變現盈利／（虧損）：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持作交易） 
       ，淨額 77,055 (14,778)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起初確認時 

       指定） 16,342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93,397 (14,77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盈利／（虧損） 35 (1) 
 應收保險款項之減值準備 (9) -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權益之減值

# - (12,318)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減資之外匯差異重新分類 
   至簡明綜合收益表

# 5,211 12,318 
 股息收益來自： 
   上市投資 36,536 29,993 
   非上市投資 2,956 3,49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9,492 33,49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利息收入 32,937 30,79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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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續）  

 
4. 除稅前溢利（續） 
 

#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權益之減值及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減資之外匯差異重新分類至簡

明綜合收益表均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內列賬。 

 
 
 
5. 所得稅支出 
 

香港利得稅已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16.5%（2011年: 16.5%）之稅

率計算。海外稅項乃根據應課稅溢利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之適用稅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2年         2011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當期－香港 

     本年度支出 294 7,272 
   當期－海外 
     本年度支出 2,450 2,206 
     前期不足準備 - 120 
   遞延 17,074 92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9,818 10,52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2年         2011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3.5仙（2011年：港幣1.5仙）， 
     按期內已發行股份1,019,200,000股 
     （2011年：1,019,200,000股）計算 35,672 15,28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2012年10月8日或前後以現金派發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5仙（2011年：港幣1.5仙）給予於2012年9月21日辦公時間結束

時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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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續） 
 
7.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期內溢利港幣249,894,000元（2011年：

港幣94,331,000元）及期內已發行普通股1,019,200,000股（2011年：1,019,200,000股）

計算。 
 
 
8. 公平價值級次 
 
 本集團採用下列級次釐定及披露金融工具之公平價值： 
 

第一級： 就相同資產或負債根據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釐定公平價值。 
 
第二級： 公平價值根據估值技術釐定，有關估值技術對已入賬公平價值直接或間

接產生重大影響之所有輸入值為可觀察輸入值，但倘價格並無於活躍市

場釐定，則依據公平價值基於經紀報價之金融資產、公平價值通過基金

經理取得之私募基金及採用本集團自身之模式估值之資產（大部份假設

可於市場觀察）。 
 
第三級： 公平價值根據估值技術釐定，有關估值技術對已入賬公平價值產生重大

影響之任何輸入值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數據作出（不可觀察輸入值）。 
 

 
 
按公平價值計量之資產： 

 
 
    第一級 第二級 合計 
 於2012年6月30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備供銷售證券：股本投資 1,105,073 387,519 1,492,592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766,869 1,023,646 1,790,515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1,871,942 1,411,165 3,283,107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第一級 第二級 合計 
 於2011年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備供銷售證券：股本投資 1,004,184 - 1,004,184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970,002 878,152 1,848,154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1,974,186 878,152 2,852,338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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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續） 
 
8. 公平價值級次（續） 
 
 於2012年6月30日及2011年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第三級按公平價值計量之金融工

具。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期內，由於一項於香港以外地區上市之股票證券並無活躍市

場，故其公平價值需由第一級轉撥往第二級，其中屬於備供銷售證券之公平價值為

港幣387,519,000元，而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的公平價值則為港幣

74,420,000元。 
  
 截至2011年6月30日止期內，並無於第一級及第二級間轉撥公平價值之計量方式。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及2011年6月30日止期內，並無於第三級轉入或轉出公平價值

之計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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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百分率變動均屬本年與去年同期的差別）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港幣二億四千九百九十萬元    +164.9% 
每股盈利：                港幣廿四點五仙      +163.4% 
每股中期息：              港幣三點五仙       +133.3% 
 
 

亞洲金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亞洲金融」）2012年上半年業績錄得港幣二億

四千九百九十萬元盈利，比2011年同期上升了164.9%。業績表現良好主要因為本公

司投資組合的市值產生變現和未變現盈利；集團保險業務持續穩健結構性增長，以

及合資和聯營公司表現理想。儘管期內出現若干一次性營運支出，但集團開支持續

保持穩定。 
 
雖然今年下半年形勢不明朗，但展望未來，集團將繼續重點維繫長線直接投資策略，

對包括保險、退休金管理及亞洲區內其他個人和家庭服務等業務前景，我們依然保

持信心。 
 
 
經濟環境 

面對大部份西方經濟體的不景氣，2012年上半年亞洲地區經濟依然呈現活力。其中，

中國內地第二季度經濟增長7.6%，香港消費和就業數據也顯示樂觀；受到西方經濟

體貨幣量化寬鬆政策的影響，資本流入也有助市場復甦，區域性貿易與投資維持穩

健，有利亞洲金融及其合資和聯營公司的營運表現；但後期因應歐美局勢的負面影

響，區內出口貿易開始受挫，有可能引致中國和其他地方採取更多的財政和貨幣政

策支撐。 

 
期內環球經濟轉好，尤以第一季度為佳。道瓊斯指數首六個月上升5.4%，恆生指數

增幅5.5%。此種市場走勢有助提昇亞洲金融投資組合的市值。持續低利率限制了利

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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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各類投資的表現 
 
保險業務 
2012年上半年，本集團全資附屬機構亞洲保險股東應佔溢利比去年同期上升

115.1%。承保溢利在面對2011年下半年泰國水災的衝擊下，仍然上升0.8%，所錄結

果是可以接受的。營業額穩健上升27.6%，反映公司整體業務擴張，尤其本港和澳門

的房地產和建造業的業務得到拓展。本期營運業績再次反映，亞洲保險位居本地一

般保險公司之前列，享有市場的高度信譽。 
 
縱使亞洲保險債券投資的比重稍高，其投資組合的表現仍與亞洲金融相若（詳見後

頁）。期內，我們把握機會重整投資組合，增加債券投資的數額，令利息收入改善。

其他收入因外匯兌換風險而受影響。亞洲保險沒有直接面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帶來

的相關投資風險。亞洲保險一如既往控制成本。雖然公司營業額增加，但代理網絡

規模維持穩定，員工數目包括技術專才的加添，已為業務擴展帶來貢獻。 
 
展望今年下半年及往後，亞洲保險在大中華及亞洲其他地方的核心承保業務的前景

正面。亞洲保險在強颱風韋森特襲港和七月份北京水災等天災上損失輕微。因著環球

及區內的經濟前景不明，未來的投資表現較難預計。在多個市場仍潛在不明朗因素

下，我們仍將保持審慎的策略管理各種投資。我們將繼續密切注視有關香港政府鼓

勵私人醫療保險所帶來的潛在業務發展機會。 
 
有關保險的聯營公司和合資公司在期內普遍表現良好。銀和再保險有限公司、專業

責任保險代理有限公司、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的營業額及盈利均穩步上

升；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表現則稍為遜色。整體而言，這些公司在未來均展現

了穩健發展的前景。亞洲金融投資內地的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保

壽險」），佔有5%股份。人保壽險繼續運用擁有全國性牌照的優勢，2012年上半年

的保費收入高達人民幣四百二十七億元，較2011年同期輕微減少2.4%。其他所有的

營運表現和風險控制的指標數據均屬理想。人保壽險的保險責任準備金和償付能力

在業務額高企的情況下，仍能維持於高水平。亞洲金融在此項目的投資佔集團總資

產約14.4%，是眾多投資中數額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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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各類投資的表現（續） 
 
其他投資組合 
2012年上半年投資組合市值產生的變現和未變現盈利，比2011年同期明顯増加。成

績進步主要反映同期環球主要市場回升，而我們又採取了審慎方針，集中於高質素

股票的買賣投資；市場第一季度的強勁表現給機會予我們鎖定了利潤。因應利率維

持低下，淨利息收入持續穩定。 

 
期間，亞洲金融沒有直接面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帶來的相關投資風險。鑒於我們堅

持分散風險和注重質素的政策，股票和基金在相關問題上的間接風險也是有限的。

固定收入債券及衍生工具的投資級別屬於優良。自從環球市場從2008至2009年的極

度波動以來，管理層已加倍謹慎管理我們的投資組合。鑒於主要西方國家主權債務

危機所帶出的持續不穩定因素，以及大有可能引發環球經濟動蕩，集團將按市場變

化靈活調整投資策略。儘管投資市值浮動，我們仍會將股東的核心利益放在第一位。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結構轉型而產生的長期戰略機會也會增加，我們需要保持這方

面的觸覺。 
 
醫療服務 
我們持有的泰國康民醫院有限公司（「康民醫院」）3.7%股份，繼續成為表現最佳

的投資之一。市值在2012年上半年上升了61.6%，主要原因是康民醫院在市場極受歡

迎，透過優良的醫療服務，成功吸引各國病人。康民醫院的業務有望持續成功。 
 
本集團持有康民國際有限公司（「康民國際」）19.5%股份。康民國際經過業務整合、

發現新投資機會有限後，正在結束經營。因此，亞洲金融在2012年上半年收回股本。

連同匯率上升，使相關攤佔的盈利得以增加。此外，基於香港政府在港島南區黃竹

坑開設醫院項目的條款嚴重限制發展潛力，我們已放棄入標。然而，隨著人口結構

以及政府相關政策的趨向，我們仍然看好在區內醫療服務業的前景，並繼續尋求合

適的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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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各類投資的表現（續） 
 
退休金及資產管理 
受惠於市場復甦使資產價值回升，收費收入增加，集團的合營公司──銀聯控股有

限公司（「銀聯控股」）2012年上半年盈利繼續錄得健康的增幅。銀聯控股的全資

附屬公司──銀聯信託有限公司（「銀聯信託」），是香港五大強積金服務供應商

之一。由2012年11月1日起，全港僱員每年將有一次機會選擇將自己供款部份轉移至

其他服務供應商的強積金計劃內，屆時強積金市場的競爭將趨於激烈。儘管如此，

由於銀聯信託銳意提供優良的客戶服務，在保留現有客戶、吸引新資金兩方面將有

望繼續佔有優勢。 

 
物業發展投資 
集團物業發展項目主要在上海及蘇州，總投資佔集團總資產約5.3%。其中的重點是

上海嘉定區的住宅和商廈發展項目，集團佔27.5%股份。項目第二期的銷售順利，接

近65%的單位已出售，相關攤佔盈利港幣五千零八十萬元在2012年上半年入帳。全年

銷售目標亦有望實現；至於部份剩餘物業單位將靈活處理，以應對可能發生的市場

變化。同樣的策略也將適用於第三期項目以及同一地區內買入的較小土地，後者最

近已取得發展的批文。 

 
中國內地住宅物業市場前景是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政府對於銀行借貸以及投機活

動的限制措施短期內預計不會改變。儘管如此，集團對未來項目發展所需的資本和

現金準備是充裕的。我們有信心，面對中產用家的物業在當地具備競爭力，也符合

市場趨勢，集團會在這方面考慮納入更多的機會。 
 
 
管理層的方針和展望 

亞洲金融管理層始終堅守審慎的投資策略，採取合理措施控制成本開支，以謀求股

東長遠利益的增長。我們選擇高素質的投資，避免不必要的風險。在世界金融和債

務危機未見紓緩的情況下，集團上半年結束時所持有投資組合和長線投資項目的質

素仍然保持優良，證明我們的方針是行之有效的。 

 
近年來，在選擇投資類別和地理位置時，我們已越來越注重拓展一些穩健、但又頗

富潛力的項目。遞增和拓展這些投資是我們的優先策略，並同時作出更審慎的選擇，

因此新增投資項目可能並不常見。投資組合市值按年浮動帶來的影響正在減少。目

前，世界經濟正經歷一場歷史性的結構重整，包括中國、多個其他亞洲經濟體正發

展成為重要的潛在消費市場。作為專注於區內保險、退休金管理和其他個人和家庭

服務的投資公司，亞洲金融將繼續把握這些重要的策略性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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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資產之抵押 

於2012年6月30日，亞洲保險已向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按揭證券公司」）抵押

賬面淨值為港幣一億八百零七萬八千元（2011年12月31日：港幣一億二百六十五萬

八千元）的資產，作為該公司參與按揭證券公司之按揭保險計劃的還款保證。 

 

或然負債 

於2012年6月30日，本公司就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人保集團」）已發出

之主擔保函，向人保集團提供反擔保函，而承擔的金額為所有責任及費用之5%，即

人民幣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相約港幣一億三千七百三十萬元）（2011年12月31日： 

人民幣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相約港幣一億三千八百八十萬元）。該主擔保函乃為

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發行總額為人民幣二十二億五千萬元為期十年的

次級定期債務作出償還保證。該反擔保函將於2019年4月25日到期。 

 

僱員及酬金政策 

本集團於2012年6月30日之僱員總人數為254人（2011年12月31日：263人）。僱員薪

金乃根據其表現、經驗及目前業內慣例釐定。僱員之酬金包括薪金及按本集團之業

績和個人表現而釐定之花紅。各職級僱員均可參與醫療及退休福利計劃。截至2012
年6月30日止六個月內並無已生效之認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各類培訓及

入職指導課程。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2012年10月8日（星期一）或前後，以現金派發截至2012年6月30
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5仙（2011年：港幣1.5仙）予於2012年9月

21日（星期五）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2012年9月19日（星期三）至2012年9月21日（星期五）（包括首尾兩天

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該期間內將不會就任何股份轉讓辦理登記。

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資格，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2012年9月18日（星期

二）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即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樓1712至1716室，辦理登記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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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有效至2012年3月31止）及《企業管

治守則》（自2012年4月1日起生效）中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2年6月30日止六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表並建議董事會批准。 

 

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佈 

本業績公告在本公司網站www.afh.hk及香港聯交所披露易網站www.hkexnews.hk上

登載。2012年中期報告將於2012年9月7日（星期五）或前後寄發予股東，同時亦於

該等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亞洲金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有慶 

 

 

香港，2012年8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陳有慶博士（主席）、陳智思先生（總裁）、

陳智文先生、王覺豪先生；非執行董事為劉奇喆先生、陳永立先生、黃松欣先生、

宮崎守先生、陳有桃女士；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周淑嫻女士、馬照祥先生、蕭智

林先生及黃宜弘博士。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