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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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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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678,126 739,46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費毛額  678,126 739,466 

分保人攤佔保費毛額  (195,143) (205,406) 

未滿期保費撥備轉變  (6,468) (62,085) 

人壽儲備轉變  (3,542) (8,21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險合約保費收入淨額   472,973 463,763 

 

已支付賠款毛額  (246,643) (271,330) 

分保人攤佔已支付賠款毛額   73,315 64,162 

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86,246) (97,433) 

分保人攤佔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23,985) 17,63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已產生之賠款淨額   (283,559) (286,967) 

 

佣金收入   34,607 33,973 

佣金費用   (142,921) (142,52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佣金費用淨額   (108,314) (108,556) 

 

承保業務管理費用    (25,692) (29,15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承保溢利   55,408 39,083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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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收入  44,042 44,252 

投資之已變現盈利／（虧損）   10,780 (13,306) 

投資之未變現盈利／（虧損）   64,175 (21,792) 

利息收入   36,644 34,777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4,038) 6,15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07,011 89,165 

 

經營支出    (45,875) (40,610) 

財務費用 4 (1,171) (1,15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59,965 47,404 
 

所佔合資公司損益  17,930 15,697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29,844 22,93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5 207,739 86,034 
 

 
所得稅支出 6 (10,836) (3,55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溢利    196,903 82,479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90,021 79,512 

非控股股東權益    6,882 2,96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96,903 82,479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中期股息 7 30,576 15,288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每股中期股息 7         3.0港仙 1.5港仙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按期內溢利  18.6港仙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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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196,903 82,479 

 

其他全面收益 

於隨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備供銷售證券： 

公平價值變動  245,481 (15,292) 

 

所佔合資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備供銷售投資儲備變動  (58) (231) 

匯兌儲備變動  1,414 (48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356 (71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備供銷售投資儲備變動  (90) (14,528) 

匯兌儲備變動  (8,046) 4,641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8,136) (9,88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境外業務匯兌折算差額  61 (102)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238,762 (25,99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35,665 56,48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428,809 57,942 

非控股股東權益  6,856 (1,45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435,665 56,48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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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2014年6月30日 

 

                                         附註       2014年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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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28,354 144,657 

投資物業  7,260 7,260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244,801 227,615 

借予一間合資公司之貸款  11,503 11,50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36,884 291,38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68,390 168,390 

遞延稅項資產  5,756 7,111 

持有直至到期之證券  616,145 697,217 

備供銷售證券  3,215,695 3,030,914 

抵押存款  131,730 120,080 

貸款及墊款及其他資產  226,511 220,352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證券  1,922,811 1,912,760 

應收保險款項  265,515 250,395 

分保資產  569,607 588,99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04,185 1,566,93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  9,655,147 9,245,57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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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8,069 5,179,836 

擬派股息  30,576 45,86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6,627,845 6,244,90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746 30,52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6,664,591 6,275,42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2,352,674 2,251,822 

應付保險款項  183,443 200,163 

應付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26,732 26,24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4,222 4,222 

其他負債  233,677 257,315 

附息銀行貸款  150,000 200,000 

應付稅項  29,962 20,541 

遞延稅項負債  9,846 9,84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總額  2,990,556 2,970,15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總額  9,655,147 9,245,57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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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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止之週年財務報告是一致的，但下

列所述於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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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Ss”）則除外。 

 

 

HKFRS 10、HKFRS 12   HKFRS 10、HKFRS 12及HKAS 27 (2011) －「投資實體」 

及HKAS 27 (2011)    的修訂 

（修訂） 
 

HKAS 32（修訂）  HKAS 32「金融工具：呈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 

        銷」的修訂 

HKAS 39（修訂）  HKAS 39「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的更替及 

        對沖會計的延續」的修訂 

HK(IFRIC) －詮釋21  「徵費」 

 

 
採納該等新增及經修訂 HKFRSs 及 HK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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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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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虧損）以及若干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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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678,126 - - 678,126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利淨額 94,334 57,269 - 151,603 

業務單位之間 2,098 - (2,098)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總計  774,558 57,269 (2,098) 829,72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124,417 35,548 - 159,96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合資公司 8,888 9,042 - 17,930 

聯營公司 11,268 18,576 - 29,844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207,739 

所得稅支出 (9,358) (1,478) - (10,836)       ___________
 

期內溢利    196,90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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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739,466 - - 739,466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利淨額 39,520 10,562 - 50,082 

業務單位之間 2,297 - (2,297)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總計  781,283 10,562 (2,297) 789,54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56,862 (9,458) - 47,40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合資公司 8,068 7,629 - 15,697 

聯營公司 10,818 12,115 - 22,933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86,034 

所得稅支出 (3,310) (245) - (3,555)       ___________
 

期內溢利    82,47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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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a)  經營分類（續） 

 

本集團  保險 公司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2014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5,253,177 3,820,285 9,073,462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140,860 103,941 244,80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0,975 195,909 336,88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  5,535,012 4,120,135 9,655,14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部負債  2,633,867 356,689 2,990,55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集團  保險 公司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2013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5,043,178 3,683,391 8,726,569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134,132 93,483 227,6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1,822 159,567 291,38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  5,309,132 3,936,441 9,245,57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部負債  2,549,219 420,934 2,970,15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b)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逾90%乃來自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進行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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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一項銀行貸款之利息 1,171 1,15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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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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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4,154) (2,736)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47,897) (42,34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70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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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12,960) 

   －出售備供銷售證券 12,182 23 

   －贖回／收回持有直至到期證券 10 (36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投資已變現盈利╱（虧損）總額 10,780 (13,30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持作交易） 

   之未變現盈利／（虧損）淨額 64,175 (21,052) 

 備供銷售證券減值 - (74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投資未變現盈利╱（虧損）總額 64,175 (21,79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利息收入 36,644 34,7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盈利／（虧損） 98 (7) 

 應收保險款項之減值準備 (6) (206) 

  

 股息收入來自： 

   上市投資 36,117 38,081 

   非上市投資 7,925 6,17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股息收入總額 44,042 44,25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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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6.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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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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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當期－香港 

     期內支出 6,862 1,294 

   當期－海外 

     期內支出 2,619 2,261 

   遞延 1,355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0,836 3,55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3.0仙（2013年：港幣1.5仙）， 

     按期內已發行股份1,019,200,000股 

     （2013年：1,019,200,000股）計算 30,576 15,28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2014年9月25日或前後以現金派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0仙（2013年：港幣1.5仙）給予於2014年9月18日辦公時間結束

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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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000元（2013年：

港幣79,512,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019,200,000股（2013年：1,019,200,000股）

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4年及2013年6月30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股

份，故毋須調整該等期度已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完成購入一項物業，成本為港幣173,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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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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一億九千萬元    +139.0% 

每股盈利：                  港幣十八點六仙      +138.5% 

每股中期息：                港幣三點零仙        +100.0% 

 

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亞洲金融」）2014年上半年業績錄得港幣一億九

千萬元盈利，比2013年同期上升139.0%。盈利大幅增加主要反映承保盈利和保險業務

的自然增長、投資組合的市值產生變現和未變現溢利，以及大部份合資和聯營公司

的業績仍屬理想。撇除嶄新業務的籌組成本，營運支出的升幅與通脹率相若。 

 

縱使環球市場存有不穩定因素，下半年的前景仍符合預期。展望未來，集團長遠直

接投資的戰略重點業務，在大中華及亞洲的其他地域經營民生服務行業，包括保險、

退休金、醫療和物業發展等，將會日益重要。 

 

經濟環境 

 

在環球經濟增長普遍疲弱的情況下，2014年上半年亞洲和大中華地區的環境仍然良

好。期內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說明區內經濟和行業間出現調整，這種調整可從本

港消費增長放緩反映出來。香港的勞工市場仍然緊張、通脹率按年上升約4%。經濟

持續增長，為亞洲金融的保險營運提供了理想的環境。 

 

截至2014年中期，市場普遍預測較去年樂觀，期內集團純利得以獲益。當中恆生指數

輕微下跌了0.5%；美國S&P500指數上升6.1%。 

 

管理層的方針和展望 

 

展望未來，中、美兩國經濟前景顯得合理樂觀，但歐洲仍未穩定。除了個別的地緣

政治不穩定外，不明朗因素尚包括對資產價格具有影響力的發達經濟國家貨幣政策

也不清晰。其中的利好訊號是中國領導層致力刺激內需、鼓勵農村城鎮化和推行財

政和多方面的改革等，顯示出持續推行結構調整的決心。 

 

面對環球經濟的前景，亞洲金融管理層將維持靈活審慎的投資方針和控制成本，以

謀求股東長遠利益的增長。受惠於本地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持續興旺，亞洲保險的業

務依然看好。我們將繼續審視和尋求各項業務的理想組合，迎接市場的變化；密切

注視香港發展私人醫療保障服務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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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管理層的方針和展望（續） 

 

集團在很大程度上仍將依重長遠發展，繼續注重發展與民生相關的服務行業，包括

保險、退休金管理、醫療以及房地產發展等。我們作出如此選擇，是基於大中華和

東亞地區正在經歷新的經濟格局變化。在這些地方，大量中產階層人口衍生，社會

進入老齡化，政府正尋求市場解決方案，以應對人口結構所帶來的新挑戰。這是本

集團管理層策略重點所需面對的長遠環境。 

 

鑒於專業人才、客戶和聯營網絡的傳統優勢，集團目前的投資根基是穩固的，並有

望從長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向中獲益。在此良好根基考慮發展時，我們將一如既

往，小心維繫和履行這一基本的投資方針。 

 

各類投資的表現 

 

保險業務 

2014年上半年，本集團全資附屬機構亞洲保險有限公司（「亞洲保險」）的股東應佔

溢利比去年同期上升87.7%。 

 

受惠於僱員賠償、建造和基建行業保險業務的強勁需求仍然持續，加上期內並無出

現重大自然災害，承保溢利錄得41.6%的良好增長。市場競爭激烈引致保險產品價格

下跌，期內的營業額因而下跌8.2%。 

 

亞洲保險的盈利增長,反映公司繼續位居本地一般保險公司之前列，在市場享有良好

的聲譽和忠實的客戶群。 

 

投資組合的未變現盈利大幅增加，反映本港和泰國股市的表現遠較去年優勝。利息

收入與我們穩定的債券投資組合相符；銀行利息因存款額增多而上升。其他收入因

外匯兌換價轉變而錄得淨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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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網絡覆蓋的規模並無重大轉變，亞洲保險仍能成功控制成本，升幅與通脹率和

市場趨勢相若。 

 

展望今年下半年及往後，縱使大中華及亞洲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不明朗，亞洲保險

核心承保業務盈利和自然增長的前景仍然穩定。得以持續獲得穩健的承保溢利，重

點在於運用我們的風險管理能力，在本港的核心市場集中發展優質業務，取得各項

業務的最佳平衡。我們將繼續與業界和社會的不同群體商研討各種途徑，推動私人

醫療保險在本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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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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表現方面，我們對於環球及區內的經濟前景表示樂觀，盼望能以審慎的策略管

理各種投資，達到理想的成績。 

 

2014年上半年，有關保險的合資公司和聯營公司普遍表現仍然理想。香港人壽保險有

限公司持續表現良好；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的盈利獲得健康的增長；銀

和再保險有限公司的盈利穩定；專業責任保險代理有限公司的盈利稍為轉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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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的保費收入達人民幣五

百八十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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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高企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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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是眾多投資中數額最大

的。 

 

其他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的市值按年比較錄得變現和未變現的盈利，為亞洲金融2014年上半年盈利上

升帶來重大的貢獻。這尤其反映香港和美國股票市場按年比較出現上升，以及我們

增加了股票投資的比重。非買賣投資的回報得到理想的升幅；淨利息收入因應存款

額和利率上升而錄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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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固定收入債券的投資級別屬於優良。自環球市場從2008至2009年的極度波動以

來，我們已加倍謹慎管理投資組合。鑒於中、美兩國經濟復甦前景較為樂觀，集團

將繼續採取審慎和靈活的投資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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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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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各類投資的表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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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上升了34.7%。這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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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亞洲金融宣佈入股一間在蒙古首都位居前列的醫院──Ulaanbaatar Songdo 

Hospital（「UBSD」）。我們與康民醫院組成財團參與投資，在當中我們佔20%股份。

財團則佔UBSD的51%股份。項目不僅是蒙古迅速發展的醫療行業中良好的投資機

會，更成為我們在區內私人醫療保障服務的投資組合中，具長期吸引力的一環。 

 

在本港，亞洲金融按計劃開設一個全資擁有、名為「永健坊」的健康促進中心，專

為50歲以上人士服務。「永健坊」位於中上環交界，提供多元化的設施和活動，照

顧客人在身體、精神和情緒上的需要。設施包括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多個活動室

和餐廳。「永健坊」因有多位身心健康方面的專家作為顧問而獲益，並將在今年九

月開始試業。「永健坊」將是一個長遠的發展項目，旨在為逐漸老化的香港人口提

供服務。我們看到香港和其他地區相關的市場需求正在不斷擴展，行業的前景秀麗。 

 

我們仍然看好在區內醫療和健康服務業的前景，這是基於長遠人口結構變化以及政

府相關政策的趨向。因此，我們將進一步在此尋求合適的商機。 

 

退休金及資產管理 

集團所投資的銀聯控股有限公司（「銀聯控股」）受惠於所管理資產的價值增長，

2014年上半年盈利錄得合理的增幅。銀聯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銀聯信託有限公

司，是香港五大強積金服務供應商之一。 

 

物業發展投資 

集團物業發展項目主要在上海，投資額佔集團總資產約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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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第二期所有單位已接近售罄，

在2014年上半年產生的攤佔盈利港幣一千九百九十萬元經已入帳。預料剩餘少量單位

的需求仍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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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各類投資的表現（續） 

 

物業發展投資（續） 

項目第三期現正進入當地政府審批階段。同一地段內另一幅小型土地已開始規劃，

建築工程將於今年下半年展開，預計在2015年底完成。期望單位在2015年初開始發售。 

 

中國住宅物業市場和未來的政府政策走向正受到廣泛關注。然而，我們在融資方面

安排妥善，現時的資本和現金流足以應付未來發展項目的需求。況且我們的發展項

目在當地市場能夠迎合中產用家。因此，我們充滿信心，所發展的項目能夠在房地

產市場配合社會上的實際需求。我們將探索業內的新機遇。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合共港幣十六億零四百一十八

萬五千元（2013年12月31日：港幣十五億六千六百九十三萬三千元）。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有一項銀行貸款為港幣一億五千萬元（2013年12月31日：

港幣二億元），該貸款是以若干香港上市股票作抵押，須於2015年1月30日或之前償

還，及按三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15厘之年利率計息。 

 

本集團於2014年6月30日無淨負債，因此毋須計算資本負債率。資本負債率之計算乃

以淨負債除以總資本加淨負債。淨負債包括保險合約負債、應付保險款項、應付一

間合資公司及聯營公司款項、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負債，減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以

及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證券。資本為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維持穩健，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承約及營運需求。 

 

資產之抵押 

 

於2014年6月30日，亞洲保險已向一間再保險公司抵押賬面淨值為港幣一億二千九百

一十三萬一千元（2013年12月31日：港幣一億二千七百九十八萬一千元）的資產，作

為亞洲保險對該再保險公司就若干分出金錢損失再保險合約而須履行其責任的保

證。 

 

另外，本集團將市值不少於港幣一億五千萬元（2013年12月31日：港幣二億元）之若

干香港上市股票按予銀行，作為附息銀行貸款港幣一億五千萬元（2013年12月31日：

港幣二億元）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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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或然負債 

 

於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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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擔的金額為主擔保函所有責任及費用

之5%，即人民幣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相約港幣一億四千零六十萬元）（2013年12

月31日： 人民幣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元）。該主擔保函乃為人保壽險所發行總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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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2014年6月30日之僱員總人數為262人（2013年12月31日：261人）。僱員薪金

乃根據其表現、經驗及目前業內慣例釐定。僱員之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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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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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制定及建議予董事會批准。薪酬委員會之職

責亦包括審閱及批准管理層提出的僱員薪酬建議，並就本集團對調整董事酬金、高

級管理人員及其他僱員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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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除守則條文第A.5.6（於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董事會成

員多元化政策（「政策」））。本公司已制定該政策並已在本公司網站完全披露，

但於2013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無意的遺漏披露該政策摘要。 

 

在實現董事會的多元化，本公司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

及教育背景、專業經驗、技能、知識，以及按照業務模式和具體需求等因素。所有

董事的任命均以用人唯才為原則，並在考慮人選時以客觀條件甄選並會充分顧及董

事會多元化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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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並

建議董事會批准。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或前後，以現金派發截至2014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0仙（2013年：港幣1.5仙）予於2014年9月18日

（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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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至2014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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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享有中期股息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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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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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期報告將於2014年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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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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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為陳永立先生、黃松欣先生、陳有桃女士、

山口喜弘先生、田中順一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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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博士及黎高穎怡女士。 

 

 

*  僅供識別 

 

http://www.afh.hk/
http://www.hkexnew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