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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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全年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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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之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964,312 799,342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保費毛額  871,308 781,546 

分保人攤佔保費毛額  (266,654) (229,395) 
    _________ ________ 

保險合約保費收入淨額  604,654 552,151 

 

已支付賠款毛額  (343,278) (393,411) 

分保人攤佔已支付賠款毛額  100,384  113,493 

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103,946) 32,437 

分保人攤佔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30,196 (47,051) 
    _________ ________ 

索賠淨額  (316,644) (294,532) 

 

佣金收入  58,326 50,024 

佣金費用  (203,827) (181,653) 
    _________ ________ 
佣金費用淨額  (145,501) (131,629) 
 
承保業務管理費用  (49,638) (45,132) 
    _________ ________ 

承保溢利  92,871 80,8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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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收入  47,327 30,541 

投資之已變現盈利  71,130 128,670 

投資之未變現盈利  80,432 94,153 

利息收入  59,347 62,599 

其他收入及盈利淨額  11,779 6,709 
    _________ ________ 

   362,886 403,530 

 

經營支出  (95,997) (93,280) 
    _________ ________ 

   266,889 310,250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17,578 34,407 

所佔聯營公司損益  29,474 26,389 
    _________ 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4 313,941 371,046 

 

所得稅支出 5 (42,378) (39,517) 
    _________ ________ 

 

本年度溢利  271,563 331,529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所佔： 

本公司股東  268,819 330,320 

非控股股東權益  2,744 1,209    _________ __________ 

 

    271,563 331,529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利 7 

 

基本 

—本年度溢利  26.4 港仙 32.4 港仙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攤薄 

—本年度溢利  不適用 不適用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股息之詳細資料於本公告附註六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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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年度溢利  271,563 331,529 
   _________ _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證券： 

公平價值變動  251,998 257,430 

減值虧損轉撥往綜合收益表  - 13,799 
   _________ __________ 
   251,998 271,229 
   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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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4,123 

匯兌儲備變動  16,960 5,061    _________ __________ 
   17,104 9,184 
   _________ __________ 

 

所佔聯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投資儲備變動  (2,103) 4,199 

匯兌儲備變動  6,789 207    _________ __________ 
   4,686 4,406 
   _________ __________ 

 

境外業務匯兌折算差額  (579) (297) 
   _________ __________ 
 

本年度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273,209 284,522  _________ __________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544,772 616,051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所佔： 

本公司股東  542,685 613,598 

非控股股東權益  2,087 2,453  _________ __________ 

 

   544,772 616,051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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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報表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6,671 178,053 

投資物業  3,380 3,02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43,075 310,073 

借予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  43,553 53,790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136,472 111,837 

應收一聯營公司款項  164,763 145,542 

遞延稅項資產  19,529 22,320 

持有直至到期之證券  908,566 775,330 

備供銷售證券  1,491,416 1,242,431 

抵押存款  80,941 71,232 

貸款及墊款及其他資產  244,400 231,039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1,556,724 1,135,435 

應收保險款項  171,522 117,020 

分保資產  393,687 333,381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1,600,561 1,876,031    __________ __________ 

 

資產總值  7,325,260 6,606,534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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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835 3,996,628 

擬派末期股息  66,248 66,248    __________ __________ 

   5,546,283 5,082,07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363 17,936    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總額  5,562,646 5,100,012    __________ __________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1,400,793 1,203,843 

應付保險  159,400 147,972 

應付聯營公司款項  4,643 5,898 

其他負債  131,245 108,094 

應付稅項  56,687 40,653 

遞延稅項負債  9,846 62    __________ __________ 

負債總額  1,762,614 1,506,522    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總額  7,325,260 6,606,534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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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更 

 
本集團已於本年度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下列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HKFRS 1 （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HKFRS 1 （修訂）                           HKFRS 1「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 

者的額外豁免 」的修訂 
 HKFRS 2 （修訂）                           HKFRS 2「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集團以現金結算以 
  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易 」的修訂 
 HKFRS 3 （經修訂） 「業務合併 」 
 HKAS 27 （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 
 HKAS 39 （修訂）  HKAS 39「金融工具 ：確認及計量－合資格對沖項目」 
         的修訂 
 HK(IFRIC) －詮釋 17  「分配非現金資產予擁有人 」 
 HKFRS 5 （修訂）      HKFRS 5「持有待售和終止經營業務的非流動資產 
 經已包含於二零零八年               －計劃出售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的修訂 

 十月所頒佈對HKFRSs 的 

 改進內  

二零零九年頒佈對HKFRSs  多項於二零零九年五月頒佈的HKFRSs 的修訂 

的改進 

  HK－詮釋 4（修訂）  HK－詮釋 4「租賃－釐定有關香港土地租約的租賃年期 」
的修訂 

HK－詮釋 5            「財務報表的呈列－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 

 的定期貸款的分類」 
 
 

 

除 HKFRS 3 （經修訂） 及 HKAS 27 （經修訂）之影響於以下詳述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

的 HKFRSs 對本財務報表沒有重大財務影響。  

 

採用此等修訂及經修訂的 HKFRSs 之主要影響如下: 

 

(a)     HKFRS 3 （經修訂）「業務合併 」         及 HKAS 27 （經修訂）「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 
  

 HKFRS 3（經修訂）引入一系列與業務合併相關的會計處理變動，該等變動之影響包括

對非控股股東權益之初步計量，交易成本之會計處理，或然代價與以分步方式業務合併

之初步確認及續後計量。該等變動將對確認商譽之數額，收購事件發生期間之報告業

績及未來的報告業績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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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更（續） 

   

 

 (a)   HKFRS 3 （經修訂）「業務合併 」     及 HKAS 27 （經修訂）「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 
（續） 

 

HKAS 27（經修訂）要求將一間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的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作為一

項股權交易入帳。因此，該變動對商譽並無影響，亦不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

HKAS 27 （經修訂）改變了附屬公司所產生虧損以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會計處理。

其他後續修訂乃對 HKAS 7「現金流量表」、HKAS 12「所得稅」、HKAS 21「匯率變動
的影響」、HKAS 28「於聯營公司的投資」及 HKAS 31「於合營公司的權益」作出。 

 

 

該等修訂之變動需按未來適用處理 ，將影響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後之未來收購、失去

控股權及與非控股股東交易之會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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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類資料 
 

(a)   經營分類 
 
       下表載列按本集團經營分類劃分之收入及溢利。 

 
 

集團 保險 公司 項目抵銷 綜合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964,312 - - 964,312 
其他收入、收益 

及盈利淨額 165,722 104,293 - 270,015 
業務單位之間 777 - (777)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總計  1,130,811 104,293 (777) 1,234,32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216,887 50,002 - 266,88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共同控制實體 11,017 6,561 - 17,578 
聯營公司 11,455 18,019 - 29,474       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313,941 
所得稅支出 (34,453) (7,925) - (42,378)       _____________ 
本年度溢利    271,56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集團 保險 公司 項目抵銷 綜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799,342 - - 799,342 
其他收入、收益 

及盈利淨額 201,257 121,415 - 322,672 
業務單位之間 686 - (686)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總計  1,001,285 121,415 (686) 1,122,01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241,114 69,136 - 310,25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共同控制實體 27,383 7,024 - 34,407 
聯營公司 13,619 12,770 - 26,389       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371,046 
所得稅支出 (27,394) (12,123) - (39,517)       _____________ 
本年度溢利    331,52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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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類資料（續） 
 

(b) 地區資料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逾90%乃來自在香港及澳門進行之業務。 

 

 

3. 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營業額，為來自本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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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13,391) (14,958) 

   員工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 

工資及薪金   (83,434) (80,262) 

退休金計劃供款   (3,536) (3,401) 

減：已沒收供款   143  12     ________ ________ 

    退休金計劃供款淨額 (3,393) (3,389)    ________ ________ 

 員工福利開支總額 (86,827) (83,651)    ________ ________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203) (1,179) 

  

   已變現盈利／﹙虧損﹚：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淨額  72,704 117,067 

—出售備供銷售證券  78 12,166 

—贖回或收回持有直至到期證券      (1,652)   (563)    ________ ________ 

  71,130 128,670    ________ ________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之 

     未變現盈利淨額#  80,432 116,459 

 備供銷售證券之減值虧損#  -  (22,306) 

 超過增持一聯營公司成本之部份*  - 16,7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出售收益／﹙虧損﹚及撇銷  13  (246)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變動  360  (130) 

 應收保險款項減值準備撥回／﹙減值準備﹚  (458) 840 

 股息收益來自： 

上市投資  40,727   27,272 

非上市投資  6,600 3,269    ________ ________ 

   47,327  30,541    ________ ________ 

 

 利息收入 59,347 62,59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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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利（續） 
 
 *  增持一聯營公司之廉價購入收益於綜合收益表之「所佔聯營公司損益」內列賬。 

 
#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之未變現盈利淨額、及備供銷售證券之減值虧損均於綜合收

益表之「投資未變現盈利」內列賬。  
 
 

5.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之香港利得稅已根據年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16.5%之稅率﹙二零零九   
年：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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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當期—香港 
本年度支出  11,029 601 
往年不足／﹙超額﹚準備  17,293 (384) 

    當期—海外  1,481 1,218 
    遞延  12,575  38,082  _______ _______ 
 
 本年度稅項支出總額  42,378 39,51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6. 股息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2仙﹙二零零九年：港幣3.5仙﹚ 12,230 35,672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6.5仙﹙二零零九年：港幣6.5仙﹚ 66,248 66,248    ________ _________ 

 

  78,478 101,920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建議之本年度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在即將召開之股東週年大會上通過，方可作實。因

此，擬派末期股息已包含於財務狀況報表中公司股東應佔權益項下之擬派末期股息儲備賬

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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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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溢利港幣268,819,000元﹙二零零九年：溢

利港幣330,320,000元﹚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1,019,200,000股﹙二零零九年：加權平均普通股股

數1,021,079,193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並無潛在攤薄已發行普

通股股份，故毋須調整該等年度已呈列之每股基本盈利金額。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除特別列明外，百分率變動均屬本年與上年同期的差別)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港幣二億六千八百八十萬元  -18.6% 

每股盈利：     港幣二十六點四仙    -18.5% 

每股末期息：    港幣6.5仙              - 

每股派息總額：    港幣7.7仙     -23.0% 

 

亞洲金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亞洲金融」）2010年全年業績錄得港幣二億六千八百八

十萬元盈利，比2009年同期盈利港幣三億三千零三十萬元下降了18.6%。業績下降主要原因

是本集團投資組合的收益減少，反映繼2009年環球股市顯著上升之後，2010年同期市場復甦

緩慢。然而，本集團的投資回報達9.1%，與市場的主要指標相符；承保盈利更是連續第4年

創新高，合資及聯營公司投資表現令人滿意。儘管營運需要擴張，但仍能控制成本。 

 

 

經濟環境 

 

整體上看，2010年環球經濟在經歷2008-09年的危機之後持續復甦，但回升景況各異。為應對

高失業和債務危機，美國及大部份發達國家啟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發展中經濟

體，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部份受惠於內需市場的興旺，普遍增長強勁。其

中，內地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超過10%，香港預計增幅逾6%，為集團在港的業務

營運和內地直接投資的持續發展，提供了堅實的基礎。 

 

至於與集團盈利密切相關的資產價格，2010年的表現遠比上年遜色。恆生指數上升5.3%，道

瓊斯指數上升11%。此種市場趨向誠然對我們相對審慎的投資組合會帶來影響。小型新興市

場和商品市場在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的刺激下，雖然表現強勁，但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投資比

重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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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各類投資的表現 

 

保險業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機構亞洲保險有限公司（「亞洲保險」）2010年的承保溢利連續第四年創新

高，較2009年增長14.8%，營業額上升20.6%。業績表現理想，反映管理層持續把握市場供求

轉變的機遇，集中精力拓展較具盈利潛力的保險類別，令優質業務得到擴展。亞洲保險尤其

受惠於汽車保險價格穩定的經營環境；香港及澳門新增基礎設施及其他建設工程令僱員賠償

保障的需求上升。我們持續發展的再保險業務，因海外市場得到拓展而取得令人滿意的增

長。與此同時，類似2008年地震等重大事故的賠償承擔按期了結，對盈利也帶來幫助。 

 

作為亞洲金融集團的一部份，亞洲保險因應今年和去年股市不同的表現而令投資組合以市值

計算的未變現收益按年比較錄得減幅，反映市場在2009年強勁反彈後，2010年進展緩慢。整

體而言，投資組合的表現仍屬合理。隨著上市公司的營利改善，股息收入上升。由於銀行存

款息率非常低，我們持續將資金由存款轉至固定收入資產和投資藍籌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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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增加是因為錄得外匯兌換收益。 

 

雖然亞洲保險營業額增加，為應付業務擴張增加人手，但公司一如既往控制成本。 

 

亞洲保險的營運持續表現堅挺，再現公司在香港一般保險行業中的領先地位，以及良好的客

戶信譽。2011年核心業務有望進展順利。香港目前消費上升，基本設施亦在擴建，經濟增長

有望上升；儘管內地政府有可能因應抑制通脹而降低增長速度，但總體強勁向上的趨勢仍將

持續。潛在風險主要是海外主要經濟體表現疲弱，隨時可能頻頻加息，還有中國內地可能緊

縮增長造成的影響。公司投資組合將面對這些不穩定因素，作為亞洲金融的一部份，管理層

仍需特別堅守固有的審慎投資策略。 

 

在可預見的未來，亞洲保險擁有潛在發展的新空間，但機遇還是有限的。在香港，雖然政府

大力推行醫療改革，鼓勵私營醫療保險發揮更大的作用，但進展緩慢。儘管如此，亞洲保險

已對此市場的潛力有所認知，並相應推出「健永恆」計劃，主要目的是向中產及富裕階層的

人士和家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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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各類投資的表現（續） 

 

保險業務（續） 

有關保險的聯營公司和合資公司在年內的投資氛圍下，表現與我們預期相若。銀和再保險有

限公司和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盈利因投資收益下降而減少，但兩間公司承保業務的成績

依然穩健。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所處的市場環境相若，但亦能因應保費收入的良

好增長而受益。專業責任保險代理有限公司面對日趨激烈的市場，仍然維持盈利。 

 

亞洲金融投資內地的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民人壽」），佔有5%股

份。中國人民人壽繼續運用擁有全國性牌照的優勢，在人壽保費具雙位數字增長的中國市場

發展；公司目前在中國市場中位列第六，擁有超過1,900間分行的網絡；2010年的保費收入高

達人民幣七百二十一億元，較2009年增加54.9%。所有業務的營運表現和風險控制的指標數

據均屬理想。保險責任準備金和償付能力在業務不斷擴展下，仍能維持於合理水平。 

 

 

其他投資組合 

本集團的其他投資組合收益與去年同期比較，減少了14.2%。年內，淨利息收入下降5.2%，

除了因利率偏低外，我們的未動用資金也減少。股票買賣收益下降（亞洲保險的投資收益也

相應下降），成為亞洲金融2010年盈利減少的主因。如上所述，反映了香港及紐約股票市場

在2009年強勁反彈之後，2010年相對疲弱，年內增加債券投資的比重在業績上亦有所體現。 

 

在歐洲的主權債務方面，集團並無面對直接的風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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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持有的固定收入及衍生工具的投

資級別亦屬於優良。 

 

雖然環球主要市場有趨於穩定的跡象，各大企業也回復盈利，但這並非市場的全部。無論如

何，我們正處於一個動蕩多變的環境。管理層仍需堅守傳統審慎的投資策略，繼續持有高素

質的投資組合，以維護股東的利益。 

 

 

醫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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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的盈利下降，部

份原因是出售亞洲連鎖日間洗腎中心「Asia Renal Care」時錄得外匯兌換的虧損。我們期望

康民國際在未來將獲取良好的回報。我們預期康民國際在亞洲及中東區域的業務前景將隨著

人口結構以及政府相關政策的變化而顯得理想，公司將繼續探索合適的投資發展機會。當

中，我們已向香港政府表達了在港島南區黃竹坑開設醫院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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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各類投資的表現（續） 

 

退休金／資產管理 

集團在這行業的投資主要在合營公司—銀聯控股有限公司(「銀聯控股」)，2010年盈利錄得

合理的升幅。這是由於年內管理的資產和受託人／行政管理服務增加令費用收入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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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港僱員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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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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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未來發展某程度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但

我們期望銀聯信託仍可持續帶來穩固的盈利貢獻。 

 

物業發展 

集團物業發展項目主要在中國內地的上海及蘇州，總投資佔集團總資產的4.7%。當中主要是

上海嘉定區的住宅和商廈發展項目，我們佔27.5%股份。項目第一期的銷售已完成，第二期

正展開預售。按香港會計慣例，本集團已將第一期部份的盈利於2010年入帳，餘下的將於

2011年上半年入帳。我們於2010年初在鄰近地區購入另一幅土地，預計可出售面積逾40,000

平方米，建築工程將於2011年展開。 

 

內地冷卻房地產市場的措施可能對未來的銷售帶來有限度的影響，但我們有信心，這個發展

項目將繼續產生理想的回報。此項目位於交通便利的優越地段、配套設施不斷增加，並且迎

合中產用家的強大需求。 

 

 

管理層的方針和展望 

 

展望未來，環球經濟前景頗不明朗。不少發達經濟體將繼續啟用相對不協調、甚至矛盾的貨

幣和財經政策，以圖減少金融危機導致的負面效應，與此同時，還需面對高失業和巨大的財

政赤字；新興崛起市場除要承受諸如食品和商品價格飆升的壓力外，還需應對難以預測的資

本流動。在中國內地，經濟繼續高增長的同時，通貨膨脹越發逼近，也造成影響。此間預測

環球經濟漸趨回穩當然最好，但我們不能排除可能的市場阻滯和動蕩。 

 

鑒于以上景況，管理層將繼續維繫審慎方針，以便來年管理好現金、直接和間接投資。這是

我們多年來為股東贏取回報的既定方針，首先考慮的依然是投資價值和遠離一些不必要的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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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管理層的方針和展望（續） 

 

期間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將重點放在長遠投資。近年發生的金融風暴，從多種數據上看，稱

得上是半個多世紀以來最嚴重的環球經濟衝擊。即使是一些發達的經濟體，仍需付上多年的

艱辛方可從信貸泡沫中復甦；我們所處的區域無疑是較幸運的，但如果預測亞洲能獨善其

身，就未免過於樂觀。事實上，區內中國內地及其他經濟體大都面對人口和其他經濟結構不

平衡問題。但是，歷史上新的經濟增長點陸續從成熟的經濟大國轉移已是確定可見的事實。

作為以投資為基礎的公司，亞洲金融正處於適當的位置，迎來適當的時機。 

 

我們將重點延續本集團賴以拓展的民生服務行業，包括保險、退休金、醫療和物業發展等業

務，大中華及亞洲的其他地域將是我們涉足的要地，這當中最富說服力的例子是我們在內地

投資的人壽保險業務。作出這些投資定位並非偶然，亞洲區域確實正在見證大批中產階級的

崛起，社會正步入老齡化，催生政府出台更多市場化方案，以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帶來的挑

戰。這是亞洲金融所處的長遠環境，也是管理層投資策略之所在。 

 

憑借我們的專業人才、客戶和聯營網絡的傳統優勢，集團現時的投資根基是穩固的，並有望

從長期的經濟和社會走向中獲益。在這基礎上考慮建立業務時，我們將一如既往，小心維繫

和履行這一審慎的投資方針。 

 

 
僱員及酬金政策 
 
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僱員總人數為252人（二零零九年：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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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年度內並無已生效之認
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提供各類培訓及入職指導課程。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向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6.5仙（二零零九年: 港幣6.5仙），連同中期股
息每股港幣1.2仙（二零零九年: 港幣3.5仙），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全年
股息合計每股港幣7.7仙（二零零九年: 港幣10.0仙）。該項建議之末期股息將以現金派發予
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五日（星期四）名列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而有關股息單將於二零
一一年五月二十日（星期五）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 15 -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至二零一一年五月五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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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資格獲派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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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週年大會  
 
本公司現擬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五日（星期四）舉行股東週年大會。 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將於
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或前後登載及寄發予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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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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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集團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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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業績及年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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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一零年年報將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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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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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博士、

蕭智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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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高永文醫生。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