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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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一年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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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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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三 538,376 494,37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費毛額  538,376 494,376 
分保人攤佔保費毛額  (163,288) (165,082) 
未滿期保費撥備轉變  (31,914) (36,288) 
人壽儲備轉變  (1,275) (1,34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險合約保費收入淨額   341,899 291,657 
    
已支付賠款毛額  (196,991) (169,442) 
分保人攤佔已支付賠款毛額   67,488 58,201 
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50,467) (25,306) 
分保人攤佔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7,008) (9,16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索賠淨額   (186,978) (145,714) 
 
佣金收入   27,560 28,068 
佣金費用   (111,019) (99,15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佣金費用淨額   (83,459) (71,084)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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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保業務管理費用    (22,656) (22,14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承保溢利   48,806 52,713 
 
股息收入  33,491 27,822 
投資之已變現虧損   (8,425) (5,407) 
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14,778) (48,192) 
利息收入   30,791 27,691 
其他收入及盈利淨額  5,641 5,56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95,526 60,192 
 
經營支出    (37,980) (39,09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57,546 21,097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12,386 8,527 
所佔聯營公司損益    37,636 3,67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四 107,568 33,297 
 
所得稅支出 五 (10,522) (6,43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溢利    97,046 26,859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所佔： 

本公司股東     94,331 25,04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715 1,81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97,046 26,859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中期股息 六 15,288 12,230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每股中期股息 六 1.5港仙    1.2港仙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利 七 
 
基本—按期內溢利                       9.3港仙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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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利  97,046 26,859 
 
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證券之公平價值變動  20,935 7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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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25 
匯兌儲備變動  2,737 (90)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權益之外滙儲備解除  (12,318)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9,699) 3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聯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投資儲備變動  (5,048) (3,866) 
匯兌儲備變動  4,944 2,122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04) (1,74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境外業務匯兌折算差額  (199) (88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10,933 71,15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7,979 98,01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 

本公司股東  106,815 97,37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64 642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07,979 98,01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4 

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0,985 166,671 
投資物業  3,380 3,38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46,613 343,075 
借予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  41,410 43,553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171,574 136,472 
應收一聯營公司款項  164,763 164,763 
遞延稅項資產  18,605 19,529 
持有直至到期證券  772,411 908,566 
備供銷售證券  1,902,851 1,491,416 
抵押存款  92,605 80,941 
貸款及墊款及其他資產  250,853 244,400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2,109,159 1,556,724 
應收保險款項  199,909 171,522 
分保資產  412,353 393,687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944,550 1,600,561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資產總額  7,492,021 7,325,26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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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2,362 4,460,835 
擬派股息  15,288 66,24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5,586,850 5,546,28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527 16,36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5,604,377 5,562,64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1,510,125 1,400,793 
應付保險  166,532 159,400 
應付聯營公司款項  4,488 4,643 
其他負債  130,480 131,245 
應付稅項  66,173 56,687 
遞延稅項負債  9,846 9,84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總額  1,887,644 1,762,61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總額   7,492,021 7,325,260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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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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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週年財務報告是

一致的，但不包括下列所述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開始採納新增的香港會計準則

（“HKAS＂）。 
 

 

HKAS 24（經修訂） 關連人士披露  

 

HKAS 24（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連人士之定義，亦訂明倘若政府相關實體與同一政

府或受同一政府所控制、共同控制或發揮重大影響力之實體進行交易，可獲部分豁免

關連人士披露。 

 
採納該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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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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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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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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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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494,376 - - 494,376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利／（虧損）淨額 18,850 (11,371) - 7,479 
業務單位之間 776 - (776)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總計  514,002 (11,371) (776) 501,85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52,719 (31,622) - 21,09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共同控制實體 (589) 9,116 - 8,527 
聯營公司 7,151 (3,478) - 3,673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33,297 
所得稅支出 (6,242) (196) - (6,438)       ___________ 
期內溢利    26,85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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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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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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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已計入／（扣除）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6,178) (6,492) 
 員工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 (38,936) (37,690)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388)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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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5) (5,290) 
   －出售備供銷售證券 39 42 
   －贖回或收回持有直至到期證券 (479) (15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8,425) (5,40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14,778) (48,192)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盈利／（虧損） (1) 87 
 應收保險款項之減值準備 - (101) 
 股息收益來自： 
   上市投資 29,993 24,157 
   非上市投資 3,498 3,665 
 利息收入 30,791 27,69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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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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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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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當期－香港 

     本年度支出 7,272 251 
     前期不足╱（超額）準備 120 (361) 
   當期－海外 2,206 1,798 
   遞延 924 4,75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0,522 6,43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六、 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1.5仙（二零一零年：港幣1.2仙）， 
     按期內已發行股份1,019,200,000股 
     （二零一零年：1,019,200,000股）計算 15,288 12,23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二零一一年十月七日或前後以現金派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

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5仙（二零一零年：港幣1.2仙）給予於二零一一年

九月二十一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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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31,000元（二零一零

年 ： 港 幣 25,049,000 元） 及 期 內 已 發 行 普 通 股 1,019,200,000 股 （ 二 零 一 零 年 ： 
1,019,200,000股）計算。 

 
 
八、   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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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港幣一億三千五百五十萬元）（二零一零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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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於二零一九年四月二十五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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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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九千四百三十萬元   +276.6% 

每股盈利：                      港幣九點三仙      +272.0% 

每股中期息：                    港幣一點五仙         +25.0% 

 

亞洲金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亞洲金融」）2011年上半年業績錄得港幣九千四

百三十萬元盈利，比2010年同期上升了276.6%。業績表現良好主要因為本集團合資及

聯營公司盈利增加，其中上海嘉定房地產項目盈利的入賬更是重要的原因。與此同

時，同期環球市場堅挺，投資組合與去年同期比較，未變現虧損大幅下降。盈利表

現理想與集團持續穩健的保險業務運作以及審慎的投資策略、集中拓展高質素投資

項目密切相關。 

 

由於美國面對高失業和龐大財赤，歐洲遭遇增長疲弱以及嚴重的主權債務問題，2011

年下半年經濟難言樂觀。最理想的結果是西方經濟實體能避過重創，市場維持信心。

這樣，本集團的投資組合包括優質債券及股票，將有望表現適宜。然而，前景確實

不明朗，我們對未來的市場波動必須加以警覺。香港、中國內地、亞洲地區經濟前

景依然樂觀。在內地，未來一段時期財政政策預計不會收緊，通脹也會改善，經濟

「軟著陸」機會很大，這對本集團、合資及聯營公司的營運都會有正面的影響。展

望可預見的未來，對於集團的長線直接投資業務，包括保險、醫療及亞洲區內其他

個人和家庭服務等範疇，我們繼續保持信心。 

 

經濟環境 

儘管西方世界持續受到去槓桿化造成就業率、消費及固定投資等下滑的壓力，經濟

疲弱，但2011年上半年亞洲地區經濟卻普遍表現穩健。其中，中國內地錄得經濟增長

9.6%；香港增長達6.3%；區內貿易和投資表現樂觀，都有助本集團營運及合資、聯

營等業務上升。 

 

同期環球市場稍為轉好，道瓊斯指數首6個月上升7.2%，香港恆生指數下降2.8% ── 

相比2010年同期有很大的改善。此種市場走勢有助提昇本集團股票投資組合的投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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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年上半年，本集團全資附屬機構亞洲保險盈利比去年同期穩健上升35.0%。承保

溢利下跌6.3%，因應日本地震海嘯、澳洲水災、新西蘭地震等重大災害的衝擊，所

錄結果是可以接受的。營業額上升9.0%，反映公司整體業務擴張，尤其醫療、僱員

賠償及責任險得到拓展；香港正在進行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也刺激了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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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股市相對回穩，與亞洲金融集團作為一體，亞洲保險今年首六個月的投資較

去年同期表現有所改善，投資組合市值的未變現減值大幅減少。期內，投資組合經

過重整後，債券投資的數額增加，令利息收入改善。美元弱勢造成外匯兌換盈利上

升，引致其他收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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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公司營業額增加，但人手及代理網絡規模維持不變，亞洲保險一如既往控制成

本。 

 

展望今年下半年，亞洲保險的核心承保業務尤其是財產和意外保險，將繼續受惠於

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經濟的穩健增長。受到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環球經濟仍潛

在不利因素，亞洲保險與亞洲金融集團作為一體，業務拓展仍需保持審慎的投資策

略。展望未來，受惠於香港政府鼓勵私人承擔更多的醫療保險責任，公司可把握的

業務機會將有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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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雙雙錄得盈利增長；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營業額及盈

利均穩步上升；專業責任保險代理有限公司表現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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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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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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上半年的保費收入

高達人民幣四百三十七億元，較2010年同期增加6.4%。其他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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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高水平。 

 

其他投資組合 

與亞洲保險相比，亞洲金融其他投資組合較偏重股市投資、持有的債券數額較少，

但表現大體相同。2011年上半年未變現投資虧損比2010年同期減少77.8%。成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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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利率維持低下，淨利息收入有所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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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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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上半年

錄得虧損，主要原因與近年公司業務整合有關，而相關適當的新投資機會有限。然

而，隨著人口結構以及政府相關政策的趨向，康民國際在亞洲及中東區域醫療服務

方面的投資，有望獲取良好的回報。公司將審慎尋求和開拓合適的投資商機。當中，

我們已向香港政府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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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上半年盈利錄得明顯增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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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政府推遲到明年，實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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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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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其中的重點在

上海嘉定區的住宅和商廈發展項目，我們佔27.5%股份。項目第一期的大部份單位已

在2010年底出售，相關的部份盈利延至2011年本報告期內入賬。第二期的建築工程預

計2012年首季完工，預售情況顯示用家需求令人滿意。此外，我們正為第三期工程和

同一地段內的另一土地進行規劃，預計可出售面積逾160,000平方米，工程將於2012

年展開。 

 

儘管中國內地物業市場受制於多種因素，包括銀行收緊借貸以及政府抑制投機活動

等政策，但我們有信心，在財務、現存資本以及現金流動等方面都足以應付未來的

項目。與此同時，我們的發展項目質素優良，深受中產用家歡迎，市場銷售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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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管理層始終維持審慎的投資策略，採取合理措施控制成本開支，以謀求股東長

遠的最大利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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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未見改善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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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更將優先處理投資組

合面值按年浮動帶來的影響。目前，世界經濟可見日趨結構重整，包括中國和多個

亞洲地區正演進成為以內需為主的經濟體。作為專注於區內保險、醫療和其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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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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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五百一十萬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七千八

百六十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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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非上市備供銷售投資──中國人民人壽，於二零零八年九月曾發行總額人

民幣二十二億五千萬元為期十年的次級定期債務。 該次級定期債務的持有人已獲中

國人民人壽之控股股東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人保集團」）提供主擔

保函，承諾保證償付該次級定期債務的本金、有關之利息及違約金（如有）。人保

集團要求本公司需按本公司所持之5%中國人民人壽股權，向人保集團發出反擔保函。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反擔保函內所承擔之金額為人民幣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

元（相約港幣一億三千五百五十萬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該反

擔保函將於二零一九年四月二十五日到期。 

 

僱員及酬金政策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之僱員總人數為258人（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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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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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二零一一年十月七日（星期五）或前後，以現金派發截至二零一

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5仙（二零一零年：港幣1.2仙）

予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一年九月十六日（星期五）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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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二零

一一年九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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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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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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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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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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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中期報告將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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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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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