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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由左上角按順時針方向）：
保誠客戶Shane（菲律賓）、Mike（英國）、
蔡鳳兒（香港）以及Wie（印尼）。

我們的業務

我們為客戶提供保障及儲蓄產品，為經營所在社區
創造社會及經濟利益，為僱員創造就業及機遇，為
投資者創造長期價值。

我們的策略

於明確而連貫的策略下，我們善用所具備的能力、
業務足跡及規模滿足全球儲蓄需求以及亞洲日益自
立的中產階級對保障的需求，為我們的客戶及股東
創造長遠價值。

我們的表現

我們專注於實現增長及產生現金，同時維持合適的
資金，為股東創造可持續的經濟價值。

高瞻遠矚

附註
1   股東總回報指股份價值增長加已付股息的
價值，並假設股息已於除息日期前再投資
於本公司的股份。

2  包括商業及基建投資18億英鎊，稅項付款
總額30億英鎊及社區投資總額2,170萬英
鎊。

2,400萬名
壽險客戶

187%
二零一零年至今實現  
的股東總回報1

23,507名
僱員

48億英鎊
經濟投資總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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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二零一五年業務表現強勁。儘管宏觀經濟不明朗，加上
長期利率低企帶來重重挑戰，但保誠在各主要指標方面繼續
不斷增長。

本集團基本面依然亮麗，各種機會保持完好，更受惠於亞洲、
美國及英國的結構性及人口趨勢帶來的有利機遇，業務實力
強勁。業務的現金生成屬性支撐策略有序執行，讓我們具備
雄厚實力，可繼續為2,400萬名客戶帶來高質素產品及服務，
並為股東帶來長遠盈利增長。

實現增長及產生現金

 www.prudentia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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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簡介

2,400萬名
壽險客戶

4間
證券交易所上市

5,090億英鎊
管理資產

167年
提供財務保障的歷史

Prudential plc是一家國際金融服務集團，為約2,400萬名保險客戶提供服務，管理資
產達5,090億英鎊。我們於倫敦、香港、新加坡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美國 英國

Jackson
創立至今超過50年，Jackson是美國最大壽險公司之
一，為嬰兒潮一代出生的7,500萬人提供退休後的儲
蓄及收入解決方案。

Jackson追求卓越的產品創新及獨有的分銷能力，已
助其建立滿足客戶需要的穩實聲譽。

保誠英國及歐洲
自1848年於英國成立，保誠乃領先的壽險及養老金
提供者，擁有悠久歷史。我們持續專注於財富高度
集中的年齡組別的需求。

有賴我們於長壽、風險管理及多元化資產投資等方
面的專長，加上我們的財務實力及廣受讚譽的品
牌，我們在分紅及退休方面具備核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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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亞洲

M&G
M&G從事個人及機構投資服務已超過80年。M&G透
過不斷發展其於主動投資領域的專長，已成為歐洲
最大的零售及機構基金管理人之一。

M&G秉持以信任為先導和長期的投資方式，不斷深
化對M&G已投資於其相關股權、債券或物業的公司
及機構的了解。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在亞洲14個市場均設有領先的
保險及資產管理業務，服務區內跑贏大市經濟體的
日益壯大中產階級家庭。

瀚亞投資是亞洲首屈一指的資產管理人，為廣泛資
產類別提供投資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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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策略

為了抓住該等機遇，我們︰

專注客戶及分銷
我們專注於了解各個所選
市場的客戶需要及要求，
因為我們相信，為了給股
東帶來回報，我們必須首
先服務好我們的客戶。我
們不斷開發產品組合，圍
繞客戶需求進行設計，為
他們提供信心。

分銷在吸引及挽留不同地
區的客戶方面擔當重要角
色。

善用實力及規模，並積極
管理風險
資產負債實力及主動風險
管理令我們能夠兌現向客
戶作出的承諾，因而成為
長期價值創造及相對表現
的關鍵驅動因素。儘管面
對充滿挑戰的宏觀經濟環
境，我們仍持續透過健康
的盈利產生及特定管理措
施鞏固我們的資本狀況。

有紀律地分配資本，專注
於長期回報
我們著力分配資本至回報
期最短的高回報產品及地
理位置，以配合我們的風
險承受能力。這種策略已
對本集團資本性增長有效
投資組合產生顯著和積極
的影響，進而令本集團的
資本狀況發生轉變。

提供兼顧各項的指標及披
露
我們致力於在內部及外部
維持清晰和一致的業務表
現指標，以推動我們的業
務發展。同時，我們亦進
一步完善財務披露，令我
們的持份者能夠公允地評
估我們的長期表現。

美國嬰兒潮一代是全球最富裕的人口
群體。在今後20年內，這個群體當中
每天將會有10,000人退休，為幫助退
休人士製訂應對退休問題的解決方案
創造了龐大需求。 

亞洲方面，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且財富
日益增加，及至二零二零年預計中
產人口將達19億，佔全球中產人口逾
半。該群體日漸富裕，但大部分尚未
參與保險，他們對儲蓄、積累、健康
及保障的需求殷切並日益增加。 

英國的老化人口的儲蓄長期而言依然
不足。這將推動儲蓄產品及退休收入
解決方案的需求增長，並將為壽險公
司及資產管理帶來機遇。

美國
嬰兒潮一代
步入退休階段

英國
儲蓄缺口及

有回報及收益需求
的老化人口

亞洲
中產階級的
重大保障缺口
及投資需求

自立的
全球

中產階級

儲蓄
、健康及保障

儲
蓄

儲
蓄

於明確而連貫的策略下，我們善用所具備的能力、業務足跡及規模滿足全球儲蓄需求
以及亞洲日益自立的中產階級對保障的需求，為我們的客戶及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我們專注於三個對本集團產品需求持續增加的市場：亞洲、美國及英國。



www.prudential.co.uk Prudential plc 二零一六年業務概覽 05

業務運作

壽險 資產管理

採取能夠反映客戶個人
需要及風險承受能力的
方式，為客戶的儲蓄 
進行投資。為客戶提供
財務保障，保護其免受
不利事件影響

透過良好的投資 
表現，為客戶創造 
具有價值的回報

透過管理客戶儲蓄所獲得的 
手續費及其他收入以及 
透過對財務保障產品的 
保險承保溢利，為股東 
創造價值

股東 透過管理客戶投資 
所獲取的手續費 
收入，為股東 

創造價值

為持份者作貢獻

我們為我們的投資者創造財務利益，為我們的客戶、僱員和業務所在社區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

客戶
提供財務保障和創造財富

投資者
股息和股價表現不斷提
升，推動股東價值增長

僱員
提供平等機會、職業潛能
和報酬的環境，讓我們能
吸引及挽留高質素的人
才，協助我們實施策略

社區
透過商業及基建投資、稅
收及社區支援活動，為我
們業務所在社區提供支援

2,400萬名
壽險客戶

187%
二零一零年至今實現的股東總
回報1

23,507名
僱員

48億英鎊
經濟投資總額2

附註
1  股東總回報指股份價值增長加已付股息的價值，並假設股息已於除息日期前再投資於本公司的股份。
2  包括商業及基建投資18億英鎊，稅項付款總額30億英鎊及社區投資總額2,170萬英鎊。

客戶
我們專注於客戶的
保障及儲蓄需要，
提供產品保障
財務安全

產品善用我們具備的實力、業務
足迹
及

規模，設計符合客戶需要的創
新產
品

實
力

在具吸引力市場
、
產
品
創
新
、

客戶挽留，吸引
╱
挽
留
人
才
上

具有雄厚實力
，
並
專
注
於

效率、自動化
及
風
險
管
理

品
牌

及
分銷

備
受
信
賴
的

品
牌及
有效
的

分
銷
渠
道
協
助

我
們了
解客
戶

需
求
，
吸
納
新

資金
和保
留

現
有

資
產

我們為客戶提供保障及儲蓄機會，為業務所在社區創造社會及經濟利益，為僱員創造
就業及機遇，為投資者創造長期價值。我們透過提供保障、匯聚儲蓄及進行投資，推
動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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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我們的表現

利潤、現金及資本
 
保誠所採取的方法是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歐洲內含價值及現金的表現管理之間尋求平衡。我們致力展
示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會計基準下產生利潤，反映我們已投資的資金所產生的回報，並強調業務的現金產生。

衡量指標及理由 表現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  
百萬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是
我們報告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標。
這個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標基於長
期投資回報反映相關經營業績，
並排除非經營項目。

 —二零一五年本集團的《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按固定
匯率基準計算較二零一四年增
長22%（按實質匯率基準計算
為26%），反映本集團壽險業務
強勁增長，按固定匯率基準計
算，亞洲增加16%，美國增加
10%及英國增加60%。

歐洲內含價值新業務利潤 百萬英
鎊
壽險產品就其性質而言屬長期產
品，並會長年產生利潤。內含價
值報告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計量
本集團未來利潤來源的方法。歐
洲內含價值新業務利潤反映未來
利潤來源的價值，而《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報告無法於銷售年度充分
反映該價值。

 —二零一五年歐洲內含價值新業
務利潤按固定匯率基準計算較
二零一四年增長20%（按實質匯
率基準計算為24%），此乃受業
務增加所推動。

歐洲內含價值經營溢利 百萬英鎊
歐洲內含價值經營溢利為衡量盈
利能力提供新指標。該指標包括
歐洲內含價值新業務利潤、本集
團長期有效業務的價值變動以及
我們的資產管理及其他業務產生
的利潤。正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歐洲內含價值經營溢利反映
以長期投資回報為基礎的相關業
績。

 —二零一五年本集團的歐洲內含
價值經營溢利按固定匯率基準
計算較二零一四年增長16%（按
實質匯率基準計算為19%），反
映新業務利潤增長及有效業務
的貢獻增加。

集團產生的自由盈餘2 百萬英鎊
所產生的自由盈餘用於計量我們
的業務單位的內部現金產生。
保險業務產生的自由盈餘指期內
來自有效業務的到期金額，並且
撇除新業務投資，亦未計及其他
非經營項目。就資產管理業務而
言，自由盈餘等於期內的《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稅後經營溢利。

 —二零一五年相關自由盈餘按固
定匯率基準計算較二零一四年
增長15%（按實質匯率基準計算
為18%），此乃受有效組合增長
及繼續有紀律地作出投資以支
持新業務增長所推動。

2,017
2,520

2,954
3,186

4,007

複合年增長率

+2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1,433 1,536
1,791

2,115

2,617

複合年增長率

+16%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2,868 2,937 3,174

4,096

4,881

複合年增長率

+1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1,982 2,080
2,462 2,579

3,050

複合年增長率

+1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我們專注於提供增長及現金，同時維持合適的資本，為股東創造可持續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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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標及理由 表現1

業務單位匯款 百萬英鎊
匯款計量業務單位向本集團轉入
的現金。集團內的現金流量反映
我們致力在確保來自業務單位的
匯款淨額足以支付股息（扣除企
業成本後），以及運用現金以重
新投資於能為本集團帶來盈利的
商機之間取得平衡。

 — 二零一五年業務單位匯款較二零一四
年增長10%，本集團四大業務單位的
貢獻顯著。

保險集團指令資本盈餘3 十億英鎊
二零一五年保誠須受英國審慎監
管局在英國實施的歐盟保險集
團指令對於資本充足率要求的限
制。保險集團指令資本盈餘為本
集團各受規管附屬公司的盈餘
資本總額（按英國審慎監管局一
致基準計算）減本集團的借款4。
本集團並未確認任何多元化的利
益。

 —於二零一五年年末本集團估計
保險集團指令資本盈餘（未計
及股息5）為資本規定的2.5倍。

集團償付能力標準II資本盈餘3、5 
十億英鎊
保險集團指令資本制度被取替
後，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
保誠須受英國審慎監管局在英國
實施的歐洲償付能力標準II指令
（償付能力標準II）項下規定的風
險敏感償付能力框架限制。償付
能力標準II盈餘指本集團持有總資
本（自有資金）減償付能力資本規
定金。

 —本集團的償付能力標準II資本
狀況穩健，估計集團償付能力
II資本盈餘為97億英鎊5，償付
能力保障比率為193%。

附註
1 除另有註明外，上文載列的比較業績均採用實質滙率基準編製。
2 產生的自由盈餘包括長期業務所釋放（扣除新業務投資）及資產管
理業務所產生的相關自由盈餘。

3 估計數字未計第二次中期普通及特別股息。二零一四年及比較年
度的保險集團指令資本盈餘的估計數字未計末期股息。

4 不包括合資格作為資本的已發行後償債。
5 不包括分隔保單持有人基金中盈餘。集團償付能力標準II資本比率
以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獲英國審慎監管局批准的本集團償付能力
標準II內部模型得出的結果作為依據。

有關本集團表現的詳盡資料，請參閱Prudential plc二零一五年年度報
告。

4.0

5.1 5.1
4.7

5.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1,105 1,200
1,341

1,482
1,625

複合年增長率

+9%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20.1

自有資金

10.4

償付能力
資本要求

償付能力比率

193%

盈餘
97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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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表現摘要

 —業績表現符合預期，預計可實
現二零一七年財務目標

 —繼續在各項關鍵價值創造指標
方面錄得理想表現：按固定匯
率基準計算，新業務利潤增加
28%，《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
溢利總額增長17%，自由盈餘產
生增加16%

 —代理人數增加13%，每名活躍代
理的年度保費等值增加25%

 —主要銀行保險合作夥伴提供強
勁增長

 —超過25%的年度保費等值銷售額
來自過往24個月內推出的產品

 —瀚亞投資錄得第三方流入淨額

 
新業務利潤1 百萬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總額 
百萬英鎊

811

二零一一年

982

二零一二年

1,139

二零一三年

1,162

二零一四年

1,490

二零一五年

*

774
924

51*
1,075 1,140

1,32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出售台灣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得收益

現金匯款淨額 百萬英鎊 瀚亞投資管理基金 十億英鎊

206

341
400 400

467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50
58 60

77
89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保誠已在亞洲建立多元化平台，按
各個市場的長遠壽險行業機遇配合
我們的分銷及產品實力，並最大限
度地提升我們於區內投資管理行業
的資產聚集能力。

亞洲
滿足不斷壯大且財富日益增加的亞洲中產階級 
對儲蓄、健康及保障的需要

附註
1 代理不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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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退休市場擁有巨大的退休
收入及累積產品需求，Jackson的
長遠策略為專注把握由此產生的盈
利增長契機。

美國
為美國嬰兒潮一代人士提供達致穩定退休生活的方案

表現摘要

 —現金匯款上升13%至創紀錄的
4.70億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
利總額為17.02億英鎊，較二零
一四年年底上升9%

 —繼續於各項主要財務指標方面
提供強勁的股東資金回報

 —成功管理銷售帶有保證並與風
險承受能力相符的變額年金產
品

 —榮獲服務質素計量組(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 Group, Inc.)
給予「世界級證書」並獲得「按行
業劃分最高客戶滿意程度」獎 — 
連續第十年獲得這兩個類別的
消費者服務表現獎項

 
新業務利潤1 百萬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  
百萬英鎊

530

二零一一年

568

二零一二年

706

二零一三年

694

二零一四年

809

二零一五年

675

1,003

1,302
1,443

1,702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現金匯款淨額 百萬英鎊 法定認可資產增長 十億美元

122

220
249

294

415
470

一次性*}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一次性釋出額外盈餘

107.6

142.8
170.9

190.0 199.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1 本集團的二零一五年歐洲內含價值業績乃按稅後基準呈列，因此，過往年度業績乃按比較基準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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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表現摘要

 —在「養老金自由制度」的艱難環境
中銷售表現穩健

 —憑藉優質服務獲選為年度最佳公
司2，並連續第五年榮獲兩項卓
越服務五星評級2

 —二零一五年最佳投資服務及最佳
投資債券提供商3

 —分銷模式多元化，專注於中介
機構、Prudential Financial Planning
（我們的直接諮詢服務），以及透
過郵件、電郵及電話接觸個人客
戶

 —大量投資發展數碼分銷能力

 —個人儲蓄賬戶安排中推出PruFund
系列基金推動分紅產品取得強勁
表現

新業務利潤1 百萬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  
百萬英鎊

19

176

二零一一年

30
211

241
259*

318

195

二零一二年

237
24
213

二零一三年

154*

105

二零一四年

117

201

二零一五年

  批發
  零售

 *已作調整以撇除PruHealth及PruProtect業績

23

700

736

705

31

1,195

723 735

25

710

105
753*

648*

89
1,106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批發
  零售

 *已作調整以撇除PruHealth及PruProtect業績

現金匯款淨額 百萬英鎊 遺留資產 十億英鎊

297 313
355

325 33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6.1
7.0

8.0
7.2 7.6*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指英國分紅基金的償付能力標準II自有資金

保誠英國及歐洲業務是久負盛名的
退休收入及投資方案提供商，專注
於幫助客戶實現長期投資目標。

英國
保險及投資

滿足英國老齡人口的儲蓄及退休需要

附註
1 本集團的二零一四年歐洲內含價值業績乃按稅後基準呈列，因此，過往年度業績乃按比較基準列示。
2 財務顧問服務大獎(Financial Adviser Services Awards)。
3 二零一五年Moneyfacts壽險及退休金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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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管理個人、機構及保誠基金的
英國保單持有人的投資，旨在透過
對各種資產類別進行長期積極的投
資管理，幫助客戶實現他們的財務
目標。

資產管理

秉持以信任為先導和長期的投資方式滿足零售及機構投資者的需要

表現摘要

 —零售外部管理基金達608億英鎊

 —機構業務管理基金增長5%至650
億英鎊

 —二零一五年度溢利達4.42億英鎊

 —其投資專長獲得認可，幾乎所
有的資產類別於二零一五年均
獲得各種殊榮，包括European 
Pensions大獎中的年度投資管理
人

M&G外部淨流量 十億英鎊 M&G外部管理基金 十億英鎊

*

0.5
3.9

二零一一年

16.9

7.9

9.0*

(7.0)

4.4

二零一二年

9.5

7.4
2.1

二零一三年

7.1
0.4
6.7

二零一四年

3.9

(10.9)

二零一五年

  機構
  零售

包括76億英鎊的單筆委託

48

44

112

55

57

126

92

126

59

67

63

137

74

65

6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機構
  零售

現金匯款淨額 百萬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1  
百萬英鎊

213 206
235

285 302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301 320

395
446 442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1 不包括Prudent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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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客戶

滿足客戶需求

Wie十二年前已是一名保誠（印尼）
客戶，並購買了「運籌」智選計劃
(PRUlink Assurance)賬戶，以及多
項保單契約。

「作為一名建築師，我的工作注重
細節，必須具備完好的視力。所以
患上視網膜剝落時我簡直崩潰了。
在我康復的過程中，保誠熱情細緻
的客戶服務，以及無縫對接的理賠
流程，減輕了我的憂慮及負擔。至
今，我已是保誠（印尼）十二年的老
客戶了，但仍如初次購買其保險一
樣，倍感安全，感覺備受保障。我
的代理人非常有耐心，給予我很多
的幫助並教會我很多事情，為此我
非常感激，亦非常滿意。」

PRUlink是一項投資連結式產品，提
供住院、意外或重大疾病等可選保
險保障。

香港蔡鳳兒在生病時尋求保誠代理
的幫助。

「二零一四年中旬，我感到身體不
適，於是聯繫我的財務顧問求助。
他不僅陪我做了初步檢查，而且為
我安排住院手續，給予我莫大的安
慰，並向我保證治療費用都將由我
的保險計劃保障，以令我放心。向
保誠理賠部門提交相關資料後，我
竟然在信用卡賬單寄到前就收到了
保誠的理賠給付！財務顧問的專業
質素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此番經
歷令我更加信賴保誠。」

來自菲律賓的Shane五年前已是一
名保誠客戶，並購買了PRULink 
Exact  Protector保單，以及附加保
單契約。

「去年，我爸爸入院了。我們飽受
精神和財務雙重打擊。更糟糕的
是，我需要為兒子準備學費。如果
我沒有在Pru Life購買人壽保險，我
們會面臨沉重的經濟負擔。起初
我很猶豫是否購買，但生活中各種
不可預見的情況證明壽險對每個
人而言都是一項重要的投資，從
PRULink Exact Protector 10提取給付
後，我爸爸的住院費和兒子的學費
都得到了解決。我非常感恩能在
我最需要的時候獲得了一筆保險
金。」

於二零一一年推出的PRULink Exact 
Protector是一項投資連結式壽險計
劃，提供保險保障及儲蓄功能，並
為客戶提供一份安心。投資連結式

計劃令客戶可按其投資策略配置保
費，並提供基金選擇。

Kimlay是保誠（柬埔寨）的一名教
育儲蓄客戶。

「我已婚，育有一女，她已經四歲
了。作為父親，我認為必須利用保
誠（柬埔寨）這樣的一流壽險公司，
為我的家庭提供財務保障。透過保
誠的教育儲蓄保單，我為女兒的教
育投資。我們有信心，當女兒長大
後，我們有儲備資金支持她選擇學
習任何領域的知識。」

於二零一四年推出的教育儲蓄是一
項人壽保險計劃，家長可透過該計
劃為子女於高等教育的重要階段儲
蓄資金。

當客戶面對生活重大財務困境時，我們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本集團旗下所有業務專
注於滿足獨特的客戶需求，包括亞洲中產階級對儲蓄及保障產品的需求，美國嬰兒潮
一代人的退休收入需求，英國老年人口在退休後的財務需求以及非洲新市場日益增長
的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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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增長，亦有助應對短期市場波
動，同時亦提供一系列與客戶未來
需求掛鈎的保證選擇。

Ian 55歲退休，現在可以投入更多
的時間於對他及其妻子Sue而言屬
重要的事情上，其中包括管理他們
的資金。

「我現在的任務是盡可能從我們的
儲蓄及投資中獲取最大的回報，我
樂意及時了解最新的金融發展，從
中物色投資良機。我的投資策略重
點是分散投資，而M&G提供的一系
列基金可助我達成所願。」

與M&G的許多直接客戶一樣，Ian
偏向投資於M&G互惠基金的「入息
類」股份，此類股份定期付息，有
助維持他的退休生活質素。為將風
險分散於不同的地區、資產類別及
基金策略，Ian於M&G物業組合（主
要投資於英國商業物業）及英國、
歐洲、北美及亞洲的廣泛的股票基
金投資組合中持有股份。

Deniese，29歲，是一名來自吉隆
坡的採購商，購買了瀚亞的MY 
Focus Fund 。

「我還在上大學時就開始參加瀚亞
的定期儲蓄計劃，至今已經工作了
但還在供持該計劃，皆因其方便不
繁瑣，價格實惠。雖然現在裡面的
資金不多，而且距離我退休還有很
長時間，但是每年都在靠近我的財
務目標，這讓我很滿意。」

Eastspring Investments Berhad是馬來
西亞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
MY Focus Fund投資於馬來西亞30隻
股票，均為預期帶來中長期資本增
值及具備收入潛力的股票。

來自美國的祖父母Joanne和
Charlie都處於半退休狀態，並擁有
一份Jackson年金合同。

「遭遇二零零零年風暴後，我們的
資產組合在二零零八年的危機中
再次受到衝擊，我和Charlie決定，
一定不能再次經歷這樣的痛苦。聽
了我們的故事後，我們的財務專業
顧問給了我們很好的指導，介紹我
們購買年金。他解釋，這些產品提
供終身有保障的收入及終身的增長
機會。我們的子女作為繼承人亦可
受惠。很明顯財務顧問對我們盡顯
關懷，所以我們採納了他的建議。
我們真的十分滿意。我們的年金跟
他說的完全一樣。我和Charlie都認
為，這是最適合我們的產品。」

Jackson是為行業專業人士及其客戶
提供退休解決方案的領先供應商。
公司提供多類產品，包括專為零售

客戶的節稅儲蓄及退休收入分派而
設的變額、定額及定額指數年金，
以及為機構投資者而設的定息收入
產品。

Mike於二零一四年退休，經
Prudential Financial Planning介紹
得知保誠靈活退休及靈活提取計
劃(Prudential Flexible Retirement 
and Flexible Drawdown Plan)。

「PruFund系列令我對未來退休生活
充滿信心。得知保誠靈活退休及靈
活提取計劃後，我發現該計劃令我
更好地控制未來的財務規劃。我可
以將所有退休金合併到一個「錢罐」
裡，在維持我的舒適生活的同時，
這筆錢還可以溫和增長。我可以根
據自己的情況調高或調低退休金，
並可在需要時提取整筆資金。而計
劃最重要的優勢是，可以在我「離
世」後將資金先後留給我的妻子及
子女。」

保誠英國的PruFund為客戶提供增長
及一定程度的虧損擔保的潛力。保
誠英國將透過市場領先的多元化資
產基金產品，提供我們的基金管理
專業知識。我們的創新基金透過投
資於多種資產以分散風險，並採用
流暢的流程，既可促進基金價值的

投資者應留意，投資價值及投資收益將會有
所波動，這會導致基金價格漲跌，投資者可能
無法收回投資本金。客戶的情況及觀點具有
獨特性，不應被視為推薦意見、建議或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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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

保誠為解決人們面臨的最大財務困
境提供解決方案。無論是老年退休
收入需要，抑或是為支持子女教育
或為保證家庭經濟支柱患病情況下
的保障，我們均根據長期的客戶服
務及業務方針，為針對各種可能改
變生活的情況提供解決方案。

該業務主旨及長遠運營方針在全集
團的企業責任策略下得到加強。透
過全球企業責任計劃，我們幫助建
設更強健及更持續發展的社區，在
該過程中為客戶、同事及環境帶來
裨益。

我們的企業責任策略

本集團履行企業責任的方式建基
於以下四項全球原則：

 —服務我們的客戶；

 —重視我們的員工；

 —支援本地社群；及

 —保護環境。

我們務求提供符合 
客戶需求的公平及 
具透明度的產品

我們與慈善機構建立 
長期合作關係， 
致力為社群作出 

積極貢獻， 
為社會產生 
切實的影響

在我們經營的區域， 
我們主動承擔環保責任

我們立志挽留及 
培育積極主動的員工

服
務

我
們

的

客
戶

支援

本
地社

群

的
員

工

重
視

我
們

保護

環
境

長期
可持續
價值

幫助建設強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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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我們的客戶
本集團旗下所有業務專注於滿足
獨特的客戶需求，包括亞洲中產階
級對儲蓄及保障日益增長的龐大
需求，美國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收
入需求，英國老年人口的財務需求
以及非洲新市場日益增長的客戶需
求。

我們希望與客戶建立長遠合作關
係。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聆聽他們的
心聲，了解及回應他們不斷變化的
需求，並提供公平及具透明度的產
品及服務，使他們繼續信賴我們。

二零一五年摘要
 —在亞洲，為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
需求，保誠推出多款為客戶量
身定制的產品及服務，包括香港
的PRUhealth癌症加倍保、新加坡
的PRUCover Total Refund及泰國的
一系列的單位連結式計劃。

 — Jackson引入電子教學培訓模塊。
該項培訓旨在幫助員工更好地
了解業務如何透過外部客戶衡
量表現質素及其原因。

 —保誠英國及歐洲加強靈活退休
計劃，將靈活取用選擇納入其
中，並引入一項非諮詢靈活取用
計劃，即退休金選擇計劃。業務
旗下的旗艦多元資產投資系列
PruFund亦透過個人儲蓄賬戶安
排首次亮相。

 —保誠英國及歐洲亦開始推出全
新MyPru在線服務，讓英國客戶
更好地在網上控制產品。

 —保誠英國及歐洲首次奪得財務顧
問服務大獎「年度公司大獎」，
同時於人壽與退休金及投資兩個
組別連續第五年榮獲五星評級。

重視員工
我們努力營造一個良好環境，讓員
工在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及意義，
並能夠為我們的客戶、股東及社區
提供卓越表現。為此，我們持續專
注於多元化及包容性、人才發展、
僱員參與以及表現及獎勵。

二零一五年摘要
 —超過180名頗具潛力的員工參加
了全集團領導力發展計劃。

 —於Glassdoor有關諮詢及金融業最
適合工作的公司的調查中，M&G
是排名最高的資產管理人，並於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的實
習生評選60名頂尖僱主中排名第
七。

支援各地社群
我們的社區計劃圍繞穩固根基這個
廣泛主題，反映我們專注協助社區
建立長遠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石。三
塊基石代表多個基本需要範疇：教
育及生活技能、災難應變及救濟以
及健康及保障。

二零一五年摘要
 —集團員工為其社區提供51,979小
時義工服務。

 —超過7,000名員工參與保誠的旗
艦國際義工計劃主席公益獎勵
計劃。

 —全球最盛大的單車騎行節二零
一五「保誠騎行倫敦」為慈善籌
得超過1,200萬英鎊。

 —本集團捐出2,170萬英鎊支持
社區活動，較二零一四年增加
10.7%。

 — Prudence Foundation與亞洲企業社
會責任機構(CSR Asia)合作，於河
內舉辦年度災難防範論壇。

 — Prudence Foundation於馬來西亞
及緬甸遭遇洪災、尼泊爾的大地
震發生後，為該等地區的緊急
救濟工作提供財務捐款，並資
助500名志願者為期一個月的工
作，在馬來西亞完成14間房屋 
建設。

 — Jackson開放了其於蘭辛市的新環
保大樓，該大樓擁有逾1,200個
先進工作區，以及會議及其他便
利設施。

 — Jackson在Beacon Field（美國蘭辛
市唯一的開放式青少年足球
場，於九月開放）的建設中發揮
主要作用。

 —保誠英國及歐洲透過Age UK的
Call in Time計劃為42名孤獨長者
提供幫助。

 — M&G繼續為其辦事處周邊的
多個最貧窮落後的社區提供幫
助。228家慈善及社區組織得到
捐贈。

 —始於加納的保誠獎學金計劃推
廣至肯亞，該兩項計劃將幫助超
過700名學生完成中學教育。

保護環境
環境問題的控制是管理本集團業務
所面對整體風險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本集團應對環境變化策略的一
部分包括：衡量、報告及改善本集
團全球業務的環保表現；及改善作
為資產擁有人的間接環境影響。

二零一五年摘要
 —保誠的ClimateWise得分增加，在
會員中排名前十。

 — M&G Real Estate在連續持有兩年
的物業實現全局能源消耗及碳
排放減少3%；憑藉領先市場的
表現在二零一五年全球房地產
可持續發展基準問卷中獲得四
顆綠星(Green Stars)；及確保超過
640,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已獲
得環保認證，為其表現提供獨立
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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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848年
保誠在倫敦Hatton Garden註冊成
立為Prudential Mutual Assurance 
Investment and Loan Association，為
專業人士提供貸款及人壽保險。

1854年
保誠成立工業部，以低至一便士起的
保費向勞工階層銷售工業保險，當時
這是一種新型保險。

1949年
推出「Man from the Pru」 
廣告計劃。

1923年
保誠的首家海外人壽保險分
公司於印度成立，該公司向
Assam一名茶葉種植商售出
首份保單。

1999年
保誠收購M&G。
M&G是英國的單位
信託先驅，亦是領
先的投資產品提供
者。

2013年
在波蘭推出Prudential Polska。

2014年
保誠於加納及肯亞收購
多家公司，標誌其進軍
快速發展的非洲壽險
業。

1994年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
在香港成立為地區總
部，以便將業務拓展
至馬來西亞、新加坡
及香港等現有經營地
區以外。

1986年
保誠收購美國的Jackson。

 www.prudentialhistory.co.uk

自1848年起一直為 
客戶提供財務保障
歷代客戶均希望保誠能夠保障他們的財務安全 — 遠至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工廠工人及
其家人，以至保誠現時在世界各地的約2,400萬名保險客戶。我們的財務實力、優良傳
統、謹慎作風以及專注於客戶長期需要的不懈堅持，確保我們深受信賴的品牌繼續得
到更多客戶投以信心，讓我們幫助他們作好準備，計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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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前瞻性陳述
本文件可能載有「前瞻性陳述」，涉及若干保
誠的計劃及其對日後財務狀況、表現、業績、
策略及宗旨的目標和預期。並非過往事實的
陳述，包括關於保誠的信念及預期的陳述，並
包括但不限於包含「可能」、「將」、「應」、「繼
續」、「旨在」、「估計」、「預測」、「相信」、
「有意」、「期望」、「計劃」、「尋求」、「預期」
及類似涵義詞語的陳述，均為前瞻性陳述。該
等陳述基於在作出陳述時的計劃、估計及預測
而作出，因此不應過度依賴該等陳述。就其性
質而言，所有前瞻性陳述均涉及風險及不明朗
因素。

多項重要因素可能導致保誠的實際日後財務狀
況、表現或其他所示業績與在任何前瞻性陳述
所示有重大差別。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未

來市況（例如利率和匯率波動）、低息環境可能
持續及金融市場的整體表現；監管機構的政
策及行動，例如包括新政府措施；持續獲評定
為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的影響；競爭、經
濟不明朗因素、通脹及通縮的影響；特別是死
亡率和發病率趨勢、退保率及保單續新率對保
誠業務及業績的影響；在相關行業內日後收
購或合併的時間、影響及其他不明朗因素；保
誠及其聯屬公司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的資本、償
債能力標準、會計準則或相關監管框架，以及
稅務及其他法例和規例變動的影響；以及法
律訴訟及糾紛的影響。舉例而言，上述及其他
重要因素可能導致釐定經營業績所用假設的
變動或日後保單給付準備金的重新預計。有關
可能導致保誠的實際日後財務狀況、表現或其
他所示業績與在保誠的前瞻性陳述所預期者
有差別（可能是重大差別）的上述及其他重

要因素的進一步討論，已載於年報內「風險因
素」一節及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表格
20-F中保誠最近期年報「風險因素」一節內。保
誠最近期年度報告及表格20-F及任何其後的半
年度報告可在其網站www.prudential.co.uk查閱。

本文件所載的任何前瞻性陳述僅討論截至作
出陳述當日的情況。除根據《英國售股章程規
則》、《英國上市規則》、《英國披露及透明度規
則》、《香港上市規則》、《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規
則》或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所規定者外，保誠
表明概不就更新本文件所載的任何前瞻性陳
述或其可能作出的任何其他前瞻性陳述承擔
任何責任，不論有關前瞻性陳述是基於日後事
件、新增資料或其他原因而作出。

Prudential plc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電話+44 (0)20 7220 7588 
www.prudential.co.uk

媒體查詢
電話+44 (0)20 7548 3559 
電郵media.relations@prudential.co.uk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
香港 
中環 
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 
13樓 
電話+852 2918 6300 
www.prudentialcorporation-asia.com

Jackso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1 Corporate Way 
Lansing 
Michigan 48951 
USA 
電話+1 517 381 5500 
www.jackson.com

保誠英國及歐洲業務
3 Sheldon Square 
London W2 6PR 
電話+44 (0)800 000 000 
www.pru.co.uk

M&G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電話+44 (0)20 7626 4588 
www.mandg.co.uk

機構分析員及投資者查詢
電話+44 (0)20 7548 3300 
電郵investor.relations@prudential.co.uk

英國股東名冊私人股東查詢
電話：0871 384 2035 
國際股東 
電話+44 (0)121 415 7026

愛爾蘭股東名冊分冊私人股東查詢
電話+353 1 553 0050

香港股東名冊分冊私人股東查詢
電話+852 2862 8555

美國預託證券持有人查詢
電話+1 651 453 2128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股東查詢
電話+65 6535 7511

所有內容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為正確。有關本集團表現的詳盡資料，請參閱Prudential plc二零一五年年報。



本報告以Green Satimat及Cocoon Offset紙張列印。
Green Satimat 40%及Cocoon Offset 100%由消費後
廢料循環再造。

FleishmanHillard Fishburn™設計
RRD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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