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就豐盛人生
Prudential plc二零一七年業務概覽



Thanh Tam和Thi Tam的故事
保誠越南
Thanh Tam和Thi Tam自二零零四年以來一直持有保誠越南的保單，為兒

子Thanh Tai及

其教育、他們的父母以及家庭提供保障。保單的保費
雖低，但不論從財務或情感

方面而言，對這個家庭都具有非常特殊的價值。

保誠支援這個家庭實現目標，並透過提供各類貸款及
債券為其創造投資機會。保

誠一直幫助這個家庭計劃安穩的未來，當家庭成員達
到退休年齡時，即可獲得晚

期疾病方面的保障。

這個家庭明白，保誠會為他們提供保障，讓家庭成員免
受生活中的意外風險影響，

生活從此安穩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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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幫助客戶擺脫 
人生重大決策所涉及 
的金融風險，從而為 
客戶、股東以及所服務
的社區創造長遠價值。
成就豐盛人生。

我們在四大洲各個市場為客戶提供長期儲
蓄及保障產品，讓他們充滿信心展望將來。

我們透過不斷推陳出新的產品及強大的分
銷網絡，滿足全球各地客戶日益增長的需
求。我們透過改善人們的生活，幫助建立
更強大的社區，以及致力推動增長週期，
為客戶及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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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策略
滿足日益自立的民眾對長期儲蓄及保障的需求，專注發展對我們的產品需求日益
龐大的亞洲、美國及英國三個市場，善用所具備的能力、業務足跡及規模滿足該等
需求。

摘要

業務內容
我們專注發掘各地區市場的長遠契機，了解當地客戶的需要，以創新產品滿足客
戶所需。

人壽保險 資產管理

逾2,400萬名 3,830億英鎊
全球壽險客戶 管理基金總額

我們為客戶提供儲蓄產品及財務保障，以免受患病、失
去生計及其他不利事件影響，幫助他們減少人生所承受
的風險。

我們透過長期的投資方式，提供不同資產類別的各種機
遇，為客戶創造具有價值的回報。

儲蓄
、健康及保障

儲
蓄

儲
蓄

美國
「嬰兒潮一代」
步入退休階段

英國
「儲蓄缺口」及
有回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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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致力把握三大主要地區市場的長遠契機：

 — 滿足亞洲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在保障及投資方面
的需要；

 — 為美國嬰兒潮一代提供資產累積及退休收入產
品；及

 — 滿足英國老化人口的儲蓄及退休需要。

憑藉我們遍佈全球的業務規模及多元化的業務優勢，
致力賺取可觀回報，從而向客戶提供財務保障，並投
資增長機遇，以滿足客戶的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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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地點
我們致力發掘有待業界滿足需求的市場，積極籌劃發展四大區域業務，並以亞洲、
美國及英國為核心，務求滿足三地對本集團旗下產品的結構性需求。近年，我們將
業務拓展至非洲，把握該區對我們產品的新興需求。

亞洲 美國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在14個市場均設有領先的保險及資
產管理業務，服務區內高潛力經濟體的家庭客戶。我們
已在亞洲經營超過90年，並已建立表現卓越的業務，提
供多渠道分銷、以定期儲蓄及保障為核心的產品組合，
屢獲殊榮的客戶服務及廣受讚譽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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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on
Jackson為美國大量臨近退休的人士提供退休後的儲蓄及
收入策略。Jackson追求卓越的產品創新及獨有的分銷能
力，已助我們建立滿足客戶需要的穩實聲譽。Jackson的
變額年金提供獨有的退休解決方案，能提供不同投資選
擇，協助客戶達致財務目標。

英國

保誠英國及歐洲
保誠乃英國領先的儲蓄及退休收入產品提供者。我們尤
其擅於透過投資，幫助客戶達成長遠目標，並保障他們
免受短期市場波動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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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在分紅及退休
方面的核心優勢，為英國客戶提供長期儲蓄解決方案，
滿足他們的需要。

M&G
M&G Investments是國際資產管理人，在個人及機構投資
服務方面擁有逾85年經驗，致力幫助客戶從儲蓄獲得長
期回報。我們為個人投資者提供多種不同地域、資產類
別及投資策略的基金，讓他們的長期儲蓄滾存增長或產
生定期收入。機構投資者方面，我們會提供投資策略，
以滿足他們的客戶對資本增長或收入的長遠需要。

非洲
我們於二零一四年拓展非洲市場，在這全球其中
一個增長最快的市場中為新客戶提供產品，藉此
滿足客戶應付子女升學等未來開支的儲蓄需要及
紓解財務生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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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們的市場 推動業務

創造共同價值
我們擁有備受信賴的品牌及強大的分銷渠道，有助了解客戶對長期儲蓄及財務保
障日益殷切的需求，從而設計出可滿足他們所需的創新產品。我們透過改善人們
的生活，幫助建立更強大的社區，以及致力推動增長週期，為客戶及股東創造長期
價值。

我們的業務模式

客戶是我們的策略核心。我們聆聽新舊客戶的意見，並了解及回
應他們不斷演變的需要。無論是年輕一族、中年或退休人士，我
們均會為其建議度身訂造的財務解決方案。

客戶

我們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幫助他們應對生活中的重大財務挑
戰。不論是在退休儲蓄方面，還是保障客戶免受疾病、死亡或生
命攸關事件的風險，我們不斷開發產品組合，以符合他們需要，
提供更安心的財務保障。

產品

分銷在接觸、吸引及挽留世界各地的客戶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擴
展我們的分銷能力及實現多元化，有助我們充分把握在各個市場
所面臨的機遇。

分銷

我們專注於長遠機遇的策略性投資，以及推動未來增長及為持份
者創造價值的實力。我們致力改善與客戶及分銷商的關係，以期
創造新穎產品，改良營運平台，把握新機遇，並建立新關係。

增長投資

我們有選擇地透過回報豐厚且可予適當量化及管理的風險投資來
創造價值。資產負債狀況及主動風險管理令我們能夠兌現向客戶
作出的承諾，並為持份者創造長期價值。

風險管理

 — 壽險及互惠基金滲透率偏低

 — 重大健康及保障缺口

 — 就業年齡人口增加 

 — 客戶財富增加

亞洲

 —「嬰兒潮」一代臨近退休

 — 日益增加的大型退休資產組
合

 — 保證收入需求增加

美國

 — 人口老化

 — 日益增加的大型退休資產組
合

 — 儲蓄及收入需求增加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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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份者⋯推動業務 ⋯創造價值

新業務利潤

30.88 億英鎊
較二零一五年增加24%（實質匯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利

42.56 億英鎊
較二零一五年增加7%（實質匯率）

增長

所產生的自由盈餘

35.88 億英鎊
較二零一五年增加18%（實質匯率）

現金

償付能力標準II盈餘1、2

125 億英鎊
較二零一五年增加29%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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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的二零一六年全年股息為
43.5便士 — 較二零一五年 
上升12%。

僱員
提供具平等機會、事業發展 
潛能和回報的環境，讓我們能 
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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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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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估計數字，未計第二次中期普通股息。
2 集團償付能力標準II盈餘指股東資金狀況，不包括分隔分紅基金及員工退休金
計劃對自有資金及償付能力資本要求的盈餘貢獻。估計償付能力狀況包括於
估值日重新計算過渡項目導致本集團股東盈餘由129億英鎊減少至125億英鎊
的影響。正式的定量報告模板（償付能力標準II監管模板）將包括未經重新計算
的過渡措施。



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亞洲 
為迅速壯大的亞洲中產階級提供支援，滿足他們對財
務保障、儲蓄及投資的需要

二零一六年表現摘要
 — 繼續在各項關鍵價值指標方
面錄得理想表現；新業務利
潤增加22%1，《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經營溢利上升15%1，所
賺取的自由盈餘亦增加15%1

 — 代理生產力穩步上升，增加
31%2

 — 銀行保險新業務利潤增長強
勁，增幅為15%1

 — 錄得1,179億英鎊的管理基
金，增幅為13%

 — 現時，業務遍佈中國內地67
個城市，該等城市的年度保
費等值銷售額增加31%1

 — 瀚亞投資於二零一六年榮膺
亞洲最大零售管理人3

了解我們的市場
亞洲經濟轉型始於一九八零年代，
增長勢頭至今依然強勁。儘管增長
率有所波動，但亞洲家庭數目日益
壯大，個人財富出現前所未見的增
長，並且有望在可見將來持續增長
趨勢。此外，家庭背景也在轉變。為
子女供書教育的目標已變得易於實
現，預期壽命大幅延長，慢性疾病的
發病率顯著上升，傳統家庭及社區
支援網絡正逐步瓦解。

雖然國家或許會提供基本的醫療服
務，但可能仍需要支付巨額的實付
費用。因此形成區內對相關財務解
決方案的殷切需求，避免因健康事
故而嚴重影響家庭財務。亞洲區的
壽險保單亦通常會附加重大疾病和
醫療附加契約。

保險滲透率依然偏低，著重保障的保
險產品前景仍然樂觀。區內，保險滲
透率因市場而異，包括需求殷切的市
場如印尼、菲律賓、越南及泰國，以
及滲透率較高的市場如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各市場的客戶需求不同，而
我們的產品解決方案亦專為各市場
的特定需要而設，經由多渠道分銷
網絡進行分銷。

個人財富增加衍生了對儲蓄及投資
解決方案的需求，希望藉此進一步增
加財富，並為財務保障作好規劃。亞
洲人口約有60%的儲蓄投放於欠缺生
產力的現金，因而損失了將該等儲
蓄投放在資本市場賺取複合投資收
入的重大回報。

保誠在捕捉亞洲機遇及執行投資策
略方面一直卓有成效，因而能夠推
動業務增長、滿足客戶的需要，並持
續為股東創造價值。我們多元化的
地域、分銷渠道及產品組合，有助我
們把握機遇，並在市場挑戰加劇的
地區調節我們的參與度。

保誠已在亞洲經營超過90年，並建立
表現卓越的業務，提供以定期儲蓄
及保障為核心的產品組合、多渠道
分銷，以及屢獲殊榮的客戶服務及
廣受讚譽的品牌。我們的區域資產
管理分部瀚亞投資是區內最大的資
產管理人3之一，業務遍佈亞洲10個
主要市場，於美國及歐洲均設有分
銷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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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的故事
PruLife UK，菲律賓
「烹飪一直是我的樂趣所在 — 這些年來，我努力鑽研各種美食，譬

如羊架和醃火腿等，不過，當時只是
興趣而非職業路向。」

「我33歲時擔任資訊科技從業員，一直夢想
成為廚師，但在這方面毫

無經驗。我知道轉行會令財務狀況變
得不穩定。幸虧有PRUlink Exact 

10保單的保障，我終於鼓起勇氣，朝著
夢想躍進了一大步。我今年

35歲，從著名的藍帶國際學院東京校區
畢業，正準備展開雙臂，迎

接激動人心的未來。」

推動業務
客戶
在亞洲，我們透過填補區內多國現
存的儲蓄及保障缺口，專注於努力
協助新舊客戶及其家庭創造更美好
的未來。保誠擁有其中一個最大的
泛區域保險客戶群，亞洲壽險客戶
超過1,460萬名，保留率高逾90%。二
零一六年，我們從現有客戶獲得的
續保保費增加20%至91億英鎊，向客
戶支付賠償近50億英鎊。

產品
我們聆聽及了解客戶的意見，提供
度身訂造的產品及服務，滿足其不
斷轉變的需要。例如，我們最近於香
港增設了一項新保險特點，保障多
次確診患上癌症的客戶。

分銷
保誠集團亞洲區總部擁有龐大規模及
多元化分銷的優勢。我們分銷模式的
核心在於與客戶面對面交流，提供優
質及以需求為基礎的建議。

專屬代理團隊仍是區內最受歡迎的
分銷渠道，在二零一六年為我們帶來
65%的年度保費等值銷售額，且我們
在亞洲擁有逾500,000名代理。

銀行保險是另一主要分銷渠道，在二
零一六年為我們帶來25%的年度保費
等值銷售額。

增長投資
保誠擁有完善的平台，積極擴充業
務至老撾等新市場，並在中國、印尼
及菲律賓等現有市場的新城市開設
分公司，藉此持續推動業務增長。

我們現亦正在投放資源擴大區內的
代理網絡並提升營運能力，特別是
在充分運用新技術方面。

瀚亞正積極投資建立品牌、營運模
式及人才發展，藉此提升區域業務
能力，以便掌握亞洲零售互惠基金
市場增長所帶來的機遇。

附註
1 按固定匯率基準計算。
2 不包括印度。
3 資料來源：《亞洲資產管理》二零一六年九月
刊（僅按照參與的區域資產管理公司排名）。
基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該地區（不包括日
本、澳洲及新西蘭）提供的資產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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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們的市場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退休儲蓄市場，現
時總值16萬億美元2，未來十年將有
約4,000萬名美國人達至退休年齡，促
使數以萬億元計的財產需由儲蓄積累
轉為產生退休收入，帶來前所未有的
需求。

可是，這批美國人在計劃退休後生活
時面對特殊挑戰。由於這一代人在工
作時大多儲蓄不足，加上現時收益率
低企，市場波動不定，他們因而面臨
退休生活的財務危機。以僱主為基礎
的退休金正逐漸消失，而政府提供的
退休金計劃卻資金不足。此外，退休
人士的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延長，加長
了需要依靠退休資金的年數。

要解決該等問題，美國人需要借助退
休策略，讓他們提高及保障現有資產
價值，並足以為更長的退休生活提供
保證收入，而年金恰好能夠解決這一
問題。Jackson透過分銷合作夥伴提供
變額、定額及定額指數年金等產品，
為美國人提供切合所需的策略。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美國勞工部公佈
最終版信託責任規則。由於這一措
施，加上其應用及實行方式有欠明
朗，二零一六年的年金行業銷售額受
到重大影響。監管情況的轉變亦已導
致業界必須審視為美國投資者提供投
資意見的方式。

推動業務
客戶及產品 
不少已退休或即將退休的人士面臨
儲蓄不足的情況，而且收入來源欠
缺保障，亦較以往任何一代人更長
壽。Jackson致力為數以百萬計正步入
或處於退休階段的嬰兒潮一代提供
解決方案，從而應對前述問題，而且
我們在美國擁有400萬名客戶。

Jackson在美國市場往績斐然，旗艦變
額年金產品Perspective在市場獨佔鰲
頭。Jackson的成功之道在於開發創新
產品迅速回應市場需要，其中一例
是二零一二年開發及推出首項僅限
於投資的變額年金Elite Access。於二
零一三年首季，Elite Access的銷售額
在美國所有變額年金合約銷售中位
列前十3，目前仍穩守排名3。在過去
六個月，Jackson亦推出了Perspective 
Advisory及Elite Access Advisory，以便
較著重手續費業務產品的分銷商提
供服務，進一步證明Jackson的靈活性
及生產力。

二零一六年表現摘要
 — 現金匯款為4.20億英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溢
利總額為20億英鎊 — 增長7%1

 — 變額年金淨流量總額為49億
英鎊

 — 獨立賬戶資產增長強勁 — 增
長11%至1,204億英鎊

 — 獲服務質素計量組(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 Group, 
Inc.)頒發「聯絡中心世界級
FCR認證」(Contact Center World 
Class FCR Certification)及「金融
行業最優質客戶服務獎」— 客
戶服務表現連續第十年獲得
前述兩個類別的嘉許

美國 
Jackson 

為美國老齡人口提供穩定退休生活的財務策略

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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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
Jackson的分銷優勢讓我們在眾多競爭
對手當中脫穎而出：我們的批發團
隊屬變額年金業內規模最大4，能為
獨立顧問提供必要支援，以助美國
日益增加的退休人口制訂有效的退
休策略。我們的批發人員為數以千計
的顧問提供廣泛培訓，讓他們了解
可支援其客戶的產品及投資策略。
最新數據顯示，Jackson批發人員的變
額年金銷售總額較緊接其後的競爭
對手平均高出24%4。

Jackson的聯屬公司National Planning 
Holdings (NPH)是美國十大經紀交易4

網絡之一。NPH為獨立代表、金融機
構及稅務與會計專業人士這三大分
銷渠道提供服務，讓他們接觸業內
數一數二的互惠基金╱資產管理公

Doris和Doug的故事

Jackson
未來數年內，60多歲的Jackson年金合約持有人Doris和Doug即將進入 

半退休狀態，並居住在華
盛頓州奧林匹亞附近。兩

人終身從事教育 

事業 — Doris身兼教師及大學導師，
而Doug則是非牟利機構董事。

「我們不打算跑到沙灘度
假，也不想整天待在太陽

傘下無所事事。 

Doris和我希望一起工作、一
起寫作，繼續實現人生目

標：透過在教室、 

集會或在週末退修講授
等方式，幫助他人成長並

發掘自身天賦。」

「我們與金融專業顧問合
作後，才真正為退休夢想

作出規劃。他作為財務 

方面的人生教練，與我們
的願景緊密聯繫，有助我

們充分利用儲蓄和投資 

資源。有賴Jackson年金產品提供保證，我
們倍感安全，並準備專注

於幫助 

他人，不必為財務問題苦
惱。」

附註
1 按固定匯率基準計算。
2 Cerulli Associates — 二零一六年顧問指標

(Advisor Metrics 2016)。
3 © 2017 Morningstar Inc.版權所有。此處包含的
信息：(1)版權歸Morningstar及╱或其內容提
供者所有；(2)不得複製或傳播；及(3)不保證
相關內容準確、完整或及時。Morningstar及
其內容提供者均不對因使用此等資料而產
生的任何損害或損失負責。過往表現並非未
來業績的保證。Morningstar www.AnnuityIntel.
com。在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六年
第三季度，在按合約劃分的變額年金銷售總
額中，Elite Access基礎狀態分別排名第十位及
第九位。

4 市場指標 — 變額年金銷售、員工配置及生產
力報告：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

司、保險公司，以及數以千計的經紀
產品。強大的客戶網絡及獨到的市
場分析，結合Jackson卓有成效的生產
力，是我們面對不斷演變的監管環
境的明顯優勢。

增長投資
Jackson繼續投資技術及創新產品，有
效地迎合客戶及環境需要。Jackson最
近為我們的旗艦產品Perspective及創
新產品Elite Access推出以手續費為主
的業務，從而滲透仍未涉足的分銷
渠道。

Jackson及NPH已因應勞工部規則著手
推行所需轉變。Jackson將繼續評估其
產品組合，滿足有意物色有效退休
策略的投資者的長遠需要。此外，在
這段業界過渡期，Jackson仍會致力為
分銷合作夥伴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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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們的市場
英國退休市場的基本因素正在改
變，退休保障的風險及責任持續由
政府及企業轉為由個人承擔。客戶
仍在適應二零一五年推出的養老金
自由制度改革，該等新安排可讓客
戶靈活控制退休金，但當中涉及非
常複雜的操作，加重了個人對退休
收入安全的責任負擔。投資風險、長
壽風險及通脹風險已成為現今退休
儲蓄人士需致力規避的風險。

英國逾70%的流動資產由年屆50歲以
上的人士持有及控制，預計於二零
一六年至二零三零年間該人口將增
加210萬。屆時，人口及儲蓄將會增
加，壽命亦會延長，預料對退休收
入的風險管理投資的需求將相應提
高，為保誠帶來大量新機遇。

為掌握該等商機，我們增加可供選
擇的產品種類，以配合養老金自由
制度的靈活需要。從前較著重資本
密集年金業務，現時亦已逐漸轉移
至債券、個人儲蓄賬戶、退休金及收
入取用產品的有效節稅解決方案。

推動業務
客戶及產品
保誠的品牌可追溯至一八四八年，
可謂歷史悠久，其特許經營業務乃
建基於高瞻遠矚的規劃、悠久的經
驗、領先市場的多元資產投資能力
及財務實力，是客戶在養老金自由
制度下仍然渴求的核心價值。

客戶對服務的期望不斷提高，退休生
活延長令客戶更著重產品的長遠表
現，而現今科技亦不斷改變公司與
客戶的互動方式。在這瞬息萬變的
環境下，我們的品牌特許經營權雄
厚穩固，深得退休儲蓄人士的青睞。

我們透過以下方式，不斷專注於滿
足客戶需求：

 — 擴大產品範圍，提升服務能力，
幫助客戶充分發揮養老金自由制
度給予退休儲蓄市場的靈活性；

 — 與財務顧問中介保持緊密關係，
加快Prudential Financial Planning顧問
業務的增長，並投資加強電話及
網上服務等直接面向客戶的分銷
渠道，藉此為客戶提供更多投資
及退休解決方案；

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英國及歐洲
保誠英國及歐洲

滿足英國老齡人口的儲蓄及退休需要

二零一六年表現摘要
 — 零售新業務銷售額及新業務
利潤均上升33%

 — 銷售勢頭強勁，業務銷量創
新高

 — 推出保誠退休賬戶 – 以賬戶為
基礎的網上退休金儲蓄及退
休計劃

 — 連續第六年榮獲兩項卓越服
務五星評級1

 — 囊括二零一六年Investment Life 
& Pensions MoneyFacts Awards
多個最高獎項，包括「最佳投
資服務」、「最佳投資債券提
供商」及「最佳網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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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投資及稅項安排，提升市場
領先的PruFund產品的獲取渠道；
及

 — 不斷投資改進客戶服務，並因此
獲財務顧問服務大獎給予肯定，
連續第六年於人壽與退休金及投
資兩個組別榮獲五星大獎。

分銷
我們憑藉與中介機構及客戶的緊密
關係，建立多渠道分銷模式，以核心
中介渠道及直接面向客戶的渠道為
主，包括Prudential Financial Planning。

中介模式的關鍵在於三管齊下，結
合區域賬戶管理人、電話賬戶管理
人及銷售支援團隊三方實力，合組
成為區域銷售單位團隊。

英國設有65個區域銷售單位，業務覆
蓋全國，各單位的賬戶管理人至少
擁有與其接觸的專業顧問的同等資
格。此模式透過多個實地或電話專
屬聯絡點，隨時按第三方財務顧問
所需方式提供支援。

Prudential Financial Planning進一步鞏
固保誠作為業界先驅的美譽，亦是
二零一六年業務銷售額持續增長的
關鍵。Prudential Financial Planning始於
二零一二年，在整個行業收縮的環
境下，現已成為英國十大顧問業務
之一，擁有近200名合作夥伴，為逾
50,000名客戶提供顧問服務。

增長投資
英國退休金供款模式出現結構性轉
變，造就了業務增長，而我們正專
注於維持勢頭，並透過發展產品、服
務及分銷能力，為客戶提供增長策
略，滿足他們不斷演變的需求。

我們不但提升市場領先的PruFund產
品的獲取渠道，更持續發揮創新意
念，為市場引入保誠退休賬戶等全
新產品，以滿足客戶渴望充分運用
養老金自由制度的需要。

投資科技亦有助客戶更靈活地透過
數碼科技及互聯網與我們保持聯繫。

Helen的故事
保誠英國及歐洲
「有賴我的顧問，我了解到在保誠的投資能夠提供財務保障，有助實現未來計劃，因此我每晚能安然入睡。我們的年度檢討會議非常重要，從中能夠了解投資是否處於正軌，對財務狀況的任何變動加以考慮，並讓我有機會設法更充分地利用儲蓄賺取更豐厚回報。我不喜歡承受股市的波動風險，但希望獲得相比在銀行賬戶存款較高的回報，這對我而言意義重大，因此我選擇了PruFund，這種分紅基金能夠為我帶來安全、穩定的增長。」
「我知道保誠將有助保障我的未來財務狀況，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很熟悉保誠。」

附註
1 財務顧問服務大獎人壽與退休金及投資組別
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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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們的市場
全球人口老化，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
料顯示，及至二零二零年前，65歲或
以上的人口將超越五歲以下的兒童人
口。聯合國估計該趨勢將會持續，預
料至二零五零年前，年滿65歲以上的
人口將佔全球人口逾15%。人口狀況
出現轉變，加上政府及僱主紛紛將
退休計劃的責任逐步轉為由個人承
擔，促使資產管理服務的需求增加。

歐洲資產管理市場是全球第二大市
場，資產淨額達8.2萬億英鎊，而作
為M&G核心市場的英國則是第二大
國家市場，資產淨額達1.2萬億英
鎊，亦是卓越的全球投資管理中心。

由於長期儲蓄產品越來越受客戶歡
迎，因此預料另類投資策略及解決
方案（如直接放款及基建股份的長期
投資）的需求亦會增加。M&G條件優
越，對不同類別的資產均具有專業
知識，過往一直推陳出新，加上分銷
網絡強大，定能受惠於該趨勢所帶
來的機遇。

推動業務
客戶
過去85年來，M&G的目標始終如
一：幫助客戶將長期儲蓄變為收
入，以成功達致目標。一直以來，我
們凡事均以客戶為本。

如今，我們為英國、歐洲及世界各地
數以百萬計的客戶管理儲蓄，客戶包
括開放式投資基金的直接或中介投
資者、透過金融機構投資於退休金
計劃或其他長期儲蓄計劃的成員，

以及Jackson及保誠保單持有人（包括
保誠英國分紅基金）。

我們秉持以信任為先導和長期的資
產管理方式，涵蓋現金、股票、債
券、物業及另類資產等全面資產類
別，令所有客戶受惠。我們不斷致力
提高實力，務求在任何市況下均為
客戶提供切合所需的策略。

產品
M&G目前設有59項於英國註冊的開
放式基金系列，並正著手開發於盧森
堡註冊的類似基金系列。我們致力提
供不同區域、資產類別及策略的廣
泛產品組合以供客戶選擇，務求為
客戶帶來可觀的長期回報。此外，
我們亦代表退休金計劃、財富基金
及其他機構投資者管理獨立授權，
以及管理多項另類投資策略。

股票：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偏好「由
下而上」的選股方式建立組合。

英國及歐洲
M&G

秉持以信任為先導和長期的方式服務零售及機構投資者

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二零一六年表現摘要
 — 外部管理基金增加8%至1,370
億英鎊

 — 二零一六年《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經營溢利達4.25億英鎊

 — 機構外部管理基金增長11%

 — 設立新SICAV平台，提供於盧
森堡成立的基金

 — 實施新的環球風險及組合管
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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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長遠投資觀點享負盛名，因
此，代表最終投資者向公司管理層
表達其觀點及利益時更具公信力及
影響力。

固定收益：M&G是歐洲最大固定收
益投資者之一，擁有規模最大及最富
經驗的公司內部信貸研究團隊。我
們的專業領域涵蓋主權債務以至私
人債務等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範疇，
因而可為最終投資者提供專業見解。

多元資產：M&G多元資產基金系列
是專為設法透過不同資產組合分散風
險的投資者而設，於二零一六年再次
深得客戶支持。於二零一五年推出的
M&G Prudent Allocation Fund專門照顧
風險承受水平較低的歐洲投資者，
是二零一六年最暢銷的基金之一。

房地產：M&G在世界各地投資及管
理物業。我們持有260億英鎊的物業
組合，涵蓋零售、辦公室及工業等三
個商業領域。英國住宅物業的特許
經營業務正在日益增長。於二零一六
年，M&G Real Estate旗下核心亞洲物

業基金已推出十週年，是規模最大
及最多元化的亞洲物業組合之一。

另類資產：M&G是多種私人及非流
動性資產的領先投資者，其中商用物
業債務、基建債務、股權及直接放款
均統稱為另類資產。對於希望以長
期回報（不論是以固定或浮動利率）
配對長期負債的機構投資者而言，
該等資產是具吸引力的選擇。對於
可能難以獲取具競爭力融資安排的
公私營基建項目及業務，該等資產
亦是主要的資金來源。

分銷
M&G在16個國家1設有辦事處，有助
與客戶及分銷旗下產品的中介機構
保持緊密聯繫。我們在歐洲及亞洲23
個司法權區2註冊分銷開放式零售基
金，並向北美等全球眾多市場的投
資者提供機構投資策略。

此外，我們正在英國投資開發網上
分銷項目，由500位直接與我們投資
的客戶組成客戶理事會向我們提供
意見，協助我們開發產品、服務及投
資者溝通渠道。

增長投資
M&G正致力投資技術及運營基礎設
施，以期在迅速演變的分銷模式和業
務所屬監管環境下充分利用機遇。二
零一六年，我們為保誠集團資產管理
業務搭建的全新環球風險及組合管
理平台Aladdin投入運作，該平台將大
幅提升我們的數據能力及營運效率。

我們亦於盧森堡成立全新的投資平
台，從而向身處英國以外地區的歐
洲客戶分銷基金。

Patrick的故事
M&G
「我的職業生涯相當漫長，亦非常多

樣化，我曾從事多個行業，包括 

公務員、銀行業，其後甚至負責管理
殯儀館，同時擔任本地公理教會 

的牧師長達40年。」

「我的儲蓄及投資為我管理人生起伏
、壓力和支出提供保障。誰都無法預

料

到生活中會出現甚麼挑戰。哪怕今天
還要工作，可能明天便已失業；即使

已

經退休，你都無法知道還要供養自己
和家人多久。為未來儲蓄是我根深柢

固

的觀念，因此，投資於M&G這樣的公司對我而言至關重要。我知
道，為客戶

悉心管理資金同樣是他們根深柢固的
理念。」

附註
1 包括英國總部及PPM South Africa。
2 歐洲包括英國。於新加坡的分銷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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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們的市場
非洲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隨
著經濟深入發展，民眾得以開始為財
務穩定早作規劃。人壽保險有助保障
家庭財務安全，並作為公共福利的補
充。

在非洲不斷增長的經濟體中，保險
提高了家庭儲蓄水平，並為長期、低
成本及當地貨幣項目（包括當地基建
項目）提供投資。人壽保險亦創造了
高、低技能就業機會，包括在代理分
銷業務中，每一個高技能工作崗位可
提供八個非技術性工作機會，並向全
國僱員及監管機構傳播相關知識1。

現時，加納、肯亞、烏干達及贊比亞
的人們可購買我們的產品以滿足其不
斷變化的需求，分享我們為客戶及社
區創造的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我們在加納推出第一
項非洲業務，務求透過世界一流的產
品及服務改變加納保險行業的面貌；
在肯亞，我們向當地民眾提供長期保
障及投資機會，並致力在二零二零年
前創造1,000個就業機會。

二零一五年，我們進軍烏干達，開發
富有創意、價廉物美的產品，以滿足
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於二零一六
年，我們在贊比亞推出全新的非洲業
務，銳意打造市場領先的保險公司，
滿足當地民眾日益增長的長期儲蓄需
求。

推動業務
客戶 
我們的非洲業務擁有豐富的經驗及健
全的財務狀況，可為客戶提供稱心服

務。在所有市場之中，我們均對客戶
秉持誠信行事的原則。繼二零一四年
收購肯亞Shield Life Insurance之後，保
誠的當務之急是解決Shield Assurance
有關兌付8,000宗未決賠付的遺留問
題。有關工作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
完成。

產品
目前產品包括教育、撫恤、住院現金
計劃及定期壽險保單，主要由我們的
代理當面銷售。二零一六年，我們的
非洲業務推出了三類針對不同客戶需
求的全新產品：

 — 保誠肯亞推出了一項教育儲蓄計
劃Prudential Super 7，該計劃在七
年內每年分期提供保證給付，最
後一年提供兩全到期給付。儘管
這一產品面向教育規劃，但其靈
活性亦容許其可用於應付商業資
本、按揭付款及其他生活品質的
要求。Prudential Super 7現時為保
誠肯亞最受青睞的產品。

二零一六年表現摘要
 — 逾160,000名客戶，並向額外

150萬名客戶提供小微保險服
務

 — 逾1,750名代理

 — 與逾180間銀行分行積極合作

 — 保誠加納的市場份額排名第
五

非洲 
保誠非洲

在全球其中一個增長最快的市場中為新客戶提供產品

我們的業務及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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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誠加納推出了一項定期壽險計
劃Prudent Life Plan，該計劃沒有承
保範圍限制，如無提出索償，將
會於期限結束時全額退還已付保
費。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在贊比亞推出
的Pru Smart Child是一種定期兩全
產品，該產品具有固定到期給付
的特點，倘父母身故、傷殘或被
確診危疾，可豁免保費給付。

分銷
保誠非洲現時在非洲擁有逾1,750名
代理，另外還與四家銀行合作夥伴
合作，合作範圍覆蓋逾180間分行。
我們透過銀行保險合作夥伴關係與
當地銀行攜手合作，為非洲不斷壯大
的銀行儲戶提供貸款及按揭保險，
以及壽險及意外保險。

我們的合作關係包括近期與渣打銀行
續約的15年期銀行保險合作關係，當
中包括一份協議，雙方據此在非洲開
展緊密合作，為當地客戶提供一流
服務；並在加納與Société Générale、
Fidelity Bank及CAL Bank建立長期獨家
合作關係。

增長投資 
自二零一四年起，保誠陸續在加
納、肯亞、烏干達及贊比亞開展業
務，銳意打造一家市場領先的保險
公司，為非洲民眾日益增長的長期
儲蓄需求提供服務，並計劃為僱員
及自僱代理創造數以千計的優質就
業機會。保誠非洲的業務將藉助本
公司面向全球市場的專長，為客戶
提供高品質的產品。

Yadaya的故事
保誠烏干達
Tracy是一名前途無量的年輕

大學生，投保了一份壽險
保單，並指定其母

親為受益人。她的母親Yadaya是一名農民，膝下尚有
三名健在的兒女，在

Tracy投保不久不幸去世後，
她立即收到保證金額的50%，餘下金額於保單

到期日給付。

「他們告訴我，我的女兒
在保誠保險公司為我留

下了一些遺產，這個消息

讓我倍感欣喜 — 雖然當時我仍在悲痛之中
，但很快便轉悲為喜。保

誠給我

送來財富，給予我莫大支
持。現在我可以實現已故

女兒買房的夢想了。」

附註
1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壽險市場 — 把握經濟
發展的機遇」(Life Insurance Markets in Sub-
Saharan Africa: capturing the benefi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海外發展研究所(ODI)的一項
研究，由保誠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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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更強大的
可持續發展社區
透過全集團的全球企業責任計劃，我們幫助建設更強健及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為
客戶、同事及環境給予支援

表現摘要
 — 社區投資總額達2,000萬英鎊

 — 員工參與義工服務達83,284小
時

 — 員工透過薪金捐獻善款逾
460,000英鎊

支援本地社群 
本集團對經營所在各地市場社區的
投資，與本集團業務內在的長期社
會價值相輔相成。我們透過資助以
及運用員工的經驗及專長，為慈善
機構提供支持。

本集團的社區投資旨在為經營所在
社區提供支援及加強員工參與。為
此，我們的社區投資計劃與本集團的
策略掛鈎，並圍繞四個主要範疇：
社會共融；教育及生活技能；災難
防範；及僱員參與。

我們與慈善合作夥伴建立長期關
係，確保我們所支援的項目可持續
發展，並與合作夥伴通力合作，確保
我們的計劃得以持續改善。

主席公益獎勵計劃 — 僱員參與
主席公益獎勵計劃是本集團的旗艦
國際義工計劃，集合全集團各地的
員工幫助當地社群。全集團員工為
國際培幼會、Help Age International及
國際青年成就組織等全球慈善合作
夥伴奉獻時間及技能。

該計劃持續吸引員工參與，報名義工
人數按年增加。該計劃於二零零六
年推出，當時有2,603名員工報名參
加，如今義工人數已增加208%，去

年全球有8,011名員工參與其中，為
30個項目提供逾27,000小時的義工服
務，令世界各地超過92,000人受惠。

Cha-Ching — 首個環球理財教育
計劃
本集團長久以來致力提高大眾的理
財知識，而Cha-Ching便是我們的旗
艦理財教育計劃。這個由本集團與
Cartoon Network於二零一一年在亞
洲合作推出的多媒體計劃，以一系
列三分鐘動畫音樂短片組成，目標
對象為7至12歲的兒童。該計劃是與
Cartoon Network及屢獲殊榮的兒童教
育專家Alice Wilder博士共同開發，向
小朋友教授賺錢、儲蓄、消費及捐
贈四項基本理財觀念。該計劃推廣
理財知識，因而享譽全球，並贏得
多項業界大獎，更在過去數年內一
直名列亞洲收視率最高的兒童電視
節目之一。Cha-Ching計劃現時在亞
洲透過Cartoon Network以十種語言播
出，每日可接觸全亞洲5,430萬個家
庭。Cha-Ching校際聯誼計劃讓全亞
洲的學童都能直接受惠於Cha-Ching
計劃，至今已成功惠及九個亞洲國家
超過200,000名學童。時至今日，Cha-
Ching計劃已拓展至全集團，更於波
蘭、美國、英國及非洲等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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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MASTER SIGN-OFF SET – 17 MARCH 2017

Rob的故事
主席公益獎勵計劃，雅加達

二零一六年主席公益獎勵計劃的第一
週，保誠印尼200多名員工前往雅加達南部的Taman 

Mataram。四週以來每逢週六，義工與Prestasi Junior Indonesia和當地社區合作，將一個未充分

利用的公園重建為綠化社區空間，其
中融入各種有趣活動及一項理財教育

主題。

Prestasi Junior Indonesia管理顧問Rob Gardiner說道：「二零一六年主席公益獎勵計劃
正如其名，

是極具挑戰性的任務。這次行動需要Prestasi Junior Indonesia和保誠印尼走出『舒適區』，將理

財知識資源與Taman Mataram城市公園的活化工作互相結合。幸而
，最終成果遠超預期。

保誠致力提高其經營所在社區的福祉
，為此訂立了極高標準。」

透過Safe Steps履行災難防範的
地區承諾
作為一間人壽保險及資產管理公司，
我們的核心業務是向個人及家庭提
供保障、安全及風險紓緩。縱觀全
球，亞太區災害頻頻，因此我們以災
難防範及賑災為亞洲市場的業務重
心。Prudence Foundation與非政府機構
及各國政府合作，協助社區學習未雨
綢繆，同時亦在緊急情況時提供支
援及賑災。Safe Steps National Disasters
於二零一四年推出，是一項獨一無二
的泛亞洲公共服務，旨在透過教授
自然災害發生時的生存技巧，提高
災難防範及意識。這是一項多平台
計劃，內容包括直播短片、資訊網站
及可於社區之間分享的教學材料。於

二 零 一 五 年，經 國 際 紅 十 字 會 
認可，Prudence Foundation與國家地
理頻道及國際汽車聯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utomobile)合作推出
第二個Safe Steps計劃，即關於道路安
全的「Safe Steps Road Safety」。Safe Steps
計劃一直廣受歡迎，並於亞洲與多家
免費電視頻道、電台及戲院等合作推
廣活動，現時透過這些合作渠道每日
亞洲觀眾有望達兩億人次。

「保誠騎行倫敦」— 促進英國社
會共融
過去四年來，「保誠騎行倫敦」為慈
善籌得共4,100萬英鎊，成為英國最
大型的籌款活動之一。單以二零一六
年計，單車籌款讓超過740家慈善機
構受惠。

我們已將贊助延長三年至二零一八
年。

作為冠名贊助商，我們於二零一六
年與Teach First、Greenhouse Sports及
Invictus Games Foundation三家慈善機
構合作，為62名首次參與「保誠騎行
倫敦」的年輕人及傷殘軍人設立富有
挑戰性的考驗。我們提供單車、裝備
及培訓活動，並舉辦就業能力及訓
練工作坊。有賴合作慈善機構及本
集團的僱員捐款參賽，最終籌得超
過500,000英鎊。我們現時正與Teach 
First合作研究二零一七年「保誠騎行
倫敦」新計劃。Teach First將透過該活
動重點宣揚共融意識及協助消除教
育不平等狀況。全新的PruGOals計劃
將會遍及全國，並與超過15間學校合
作，加強對身心健康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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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保誠騎行倫敦」活動啟發了不少人
重視身心健康。在英國廣播公司的
紀錄片《Fixing Dad》中，主人翁Geoff 
Whitington獲幾位兒子支持鼓勵，大
幅改變飲食及生活習慣，譬如接受
「保誠騎行倫敦 — 薩里100」的挑戰，
從而紓緩所患的二型糖尿病改善健
康，並會在二零一七年繼續這項考
驗拯救健康。

投資長期基建項目
自保誠成立以來，我們一直投資長期
基建項目。我們善用來自當地客戶
的錢款，在全球各地建造發電廠、道
路、橋樑及手機信號發射塔。這些投
資既為客戶提供回報；亦有助打造
更具生產效力且更加健康的經濟。

無論是直接或透過股票及政府債
券，壽險公司均非常適合參與基建
設施融資 — 以越南為例，我們成功
促進了當地的債券市場發展。我們
將客戶儲蓄投資於長期資產，以配
對我們的長期負債。我們保費絕大
部分會再投資於當地經濟。

保誠現時於英國基建及物業投資約
600億英鎊。我們是英國社會住房
業的最大投資者；同時在太陽能、
潮汐能及生物質能源項目之外，
我們亦成立了一項在英國郊區引
入超速寬帶的項目。我們的投資組
合包括Alder Hey及the Royal Edinburgh
等多間醫院，以及大學學生宿舍。

我們亦在全球各業務市場投資基
建。例如，信誠自二零零三年三月起
成為中國中央政府債券的機構投資
者，並自二零零九年起在華支援基
建計劃。信誠在涵蓋城市改造、公共
事業及公共交通的25個項目（包括四
川高速公路及北京地鐵）中投資8.40
億英鎊。

重視我們的員工
保誠提倡共融工作環境，從中培育
人才、獎勵表現優秀員工及正視差
異，以繼續為我們的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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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表現及獎勵。

Graham和Gemma的故事
M&G及保誠英國
位於利物浦的Alder Hey in the Park兒童醫院於二零一六年六月由英
女王正式剪綵開業。該醫院使用了M&G基建債券團隊籌集的資金
建成，由保誠作為主要債務投資者展開合作。

顧問兒科醫生Graham Lamont表示，這所新醫院正在改變病人體驗
以及他的團隊工作方式。「全新的Alder Hey兒童醫院是從頭開始構
建的，我們得以重新設計病人平日出入醫院的流程。現在我們不
再收到有關輪候時間的投訴，而且醫院每年能夠治療的患者數目
有望增加，由約7,000宗日間個案提升至約8,000宗。」

Gemma的一歲嬰兒Harry因顱縫早閉症在Alder Hey接受治療。
Gemma同意道：「醫院內有許多巧妙設計和先進技術，能讓病人
感到舒適方便，包括幫助病人經預約登記的條碼掃描儀，以及兒
童病房內的特殊照明 — 真是一間未來化的醫院！」



保誠相信多樣化的經驗、理念及背景
是如今乃至日後達致成功的關鍵所
在。本集團的政策及計劃提倡具包容
性的文化，關注所有員工的需要。我
們保障員工免受歧視並提供機會，不
論年齡、撫養責任、殘障、種族、性
別、宗教或性取向。我們在必要時就
殘疾情況作出適當的調整，為所有員
工提供培訓及職業發展機會，並為滿
足職位標準及能力要求的申請人給予
全面公平的考量及鼓勵。

人才發展
人才發展對實施集團策略至關重要。
全集團領導層的質素是業務未來增長
及成功的基石，因此我們每年檢討集
團的人力資源，並提供計劃，推動員
工持續成長及發展。該等計劃主要由
業務單位負責管理，而集團人力資源
部門則專注於在整個集團推行高級領
導人員計劃、高級人員的接任計劃，
以及領導人才計劃的發展。我們投入
資源，發展領導人員及關鍵專業人員
的接任計劃，對人才進行分類，以辨
識短期、中期及長期繼任人選，並為
他們提供適當的發展及事業規劃支
援，藉此確保我們在內部晉升及外聘
人員之間維持適當的平衡。

表現及獎勵
保誠的獎勵計劃旨在吸引、激勵及挽
留所有層級的高質素員工。每一位員
工都為集團的成功有所貢獻，因此應
獲得相應獎勵。我們認可和獎勵優秀
表現，並依照公平及具透明度的獎勵
體系行事。僱員的獎勵與業務目標及

預期表現掛鈎，同時，我們亦確保僱
員的獎勵與集團價值觀保持一致，且
不會導致僱員承擔不適當的風險。
為此，我們不僅定期評估僱員取得
的「成績」，亦評估他們所使用的「方
式」。我們亦相信，讓僱員有機會透
過持股來分享集團的成功，這一點
非常重要。在英國及亞洲，我們都設
有僱員股份計劃。

保護環境
保誠致力改善其在全球的環境表
現。於其業務所在的每個國家，保誠
都竭盡所能，就其環境責任施行最
細緻的管理。我們深知，有效管理我
們的樓宇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不單
對環境有利，在商業層面亦有積極
意義。我們的策略專注於減少我們
所用及所管理物業的直接影響。

本集團設有既定程序計量及匯報全
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廢物及用水
數據，並繼續為各業務採用多項能
源管理策略。

年內，英國業務簽訂新的電力合
約，取代過往的低碳能源合約，為旗
下佔用物業採用100%可再生能源。
美國業務方面，位於蘭辛市的公司
總部早前提升能源效益後，能源之
星表現評分於年內上升80%，成功躋
身國內同類型企業的最高20%。亞洲
方面，我們在香港港島東中心的辦
公室採用LED燈光、日光感應器，以
及符合能源及用水效益的設備，並
於接待處設置綠色「活化」牆，更首
次榮獲LEED金級認證。

我們在業內的主要指標保持良好
表現，包括於二零一六年在碳披露
計劃(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取得B
級（與同業表現相若）；在由劍橋可
持續領導學院(Cambridg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管理的保險業
氣候計劃 — ClimateWise，我們在19
家參與企業中保持排名第九位。我
們在ClimateWise的表現按六項核心原
則接受獨立審核。

M&G Real Estate旗下投資組合過去四
年來的碳排放量減少近半，並在二
零一六年全球房地產可持續發展基
準問卷（共有八家基金參與）中獲得
六顆綠星(Green Stars)（二零一五年：
四顆綠星）。

我們寄望未來數年在各項環境因素
繼續取得進展，包括披露更多金融
企業面對的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
在轉型至低碳經濟的過程中，金融穩
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工
作尤為重要，例如制定有關策略、風
險管理、各項指標及匯報氣候風險
的指引。

有關二零一六年企業責任活動及進程
的更多詳細資料載於 www.prudential.
co.uk/responsi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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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六月，《Weekly Illustrated》雜誌
刊登了一篇文章，報道任職多年的保誠代
理Fred Sawyer的生活和工作點滴。文內的
其中一張相片令人印象難忘，致使保誠的
宣傳部門在隨後的廣告計劃中也採用該幀
照片。從此，Fred Sawyer便成為了保險代
理的典型形象。

保誠代理Sawyer認為，「服務」是成功的不
二法門。他擁有1,500位客戶，他會在上午
及傍晚收取保費，下午處理文書工作，但
仍能騰出時間擔任志願警察、學校經理及
區議員。「我了解這些客戶，」Sawyer先生
說道：「我不會轉換職業。」

《Weekly Illustrated》雜誌 
一九四九年六月

20 Prudential plc  二零一七年業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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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400萬名的保險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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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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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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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推出「Man from the Pru」廣告
計劃。

1986年
保誠收購美國的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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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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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保誠與中信集團在中國內
地成立首家中英壽險合營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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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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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Prudential plc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電話+44 (0)20 7220 7588
www.prudentia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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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4 (0)20 7548 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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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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投
退出歐洲聯盟的政治、法律及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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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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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及監管措施、調查及糾紛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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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內容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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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年報 www.prudential.co.uk/investors/reports/reports/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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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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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Phuong Lan及其家庭  
保誠越南

Phuong Lan持有保誠越南承保的
PRUmultiple Care及PRU-Wealth Assured保
單。這些產品能夠在Phuong Lan罹患重疾
時提供財務保障，確保她有充裕資金實現
目標安享晚年，並讓她和家人獲得更大的
財務保障。

封底：

Helen  
保誠英國及歐洲。見第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