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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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期業績 

 

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洲金融」）董事會（「董事會」）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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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
 

    

收益   3 940,421 769,09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費毛額  940,421 769,092 

分保人攤佔保費毛額  (340,137) (272,348) 

未滿期保費撥備轉變  (109,231) (50,814) 

人壽儲備轉變  (6,472) (7,12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保險合約保費收入淨額   484,581 438,807 

 

已支付賠款毛額  (565,140) (354,065) 

分保人攤佔已支付賠款毛額   392,566 169,369 

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114,816 121,722 

分保人攤佔未付賠款轉變毛額  (166,615) (111,73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已產生之賠款淨額   (224,373) (174,713) 

 

佣金收入   69,478 53,310 

佣金費用   (219,830) (185,27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佣金費用淨額   (150,352) (131,969) 

 

承保業務管理費用    (35,307) (36,15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承保溢利   74,549 95,968 

 
# 重列的詳細資料載於本公告附註1.2。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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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
 

    

 

股息收入  79,155 77,248 

投資之已變現盈利  20,344 995 

投資之未變現盈利／（虧損）  65,076 (63,548) 

利息收入   48,814 36,758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802 9,03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88,740 156,459 

 

經營支出    (57,365) (56,734) 

財務費用 4 (2,165) (1,89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29,210 97,827 
 

所佔合資公司損益  29,334 21,686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2,753 6,13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5 261,297 125,646 

 

利得稅支出 6 (16,178) (12,37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溢利    245,119 113,274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244,649 110,845 

非控股股東權益    470 2,42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45,119 113,274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中期股息 7 33,907 19,509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每股中期股息 7         3.5港仙 2.0港仙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按期內溢利          25.2港仙  11.3港仙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攤薄—按期內溢利   不適用 不適用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 重列的詳細資料載於本公告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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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
 

 

期內溢利  245,119 113,27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於隨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支出）： 
 

所佔合資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5,668 (9,476)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2,937 (13,196) 

 

境外業務匯兌折算差額  (381) 48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於隨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支出）淨額  28,224 (22,192)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於隨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支出 : 

 

通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 

  公平價值變動  (30,745) (972,079) 

  利得稅影響  (938) 73,46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於隨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支出淨額  (31,683) (898,61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支出  (3,459) (920,80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241,660 (807,53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237,094 (807,591) 

非控股股東權益  4,566 5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41,660 (807,53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重列的詳細資料載於本公告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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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2019年6月30日 

 

                                         附註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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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13 183,611 

投資物業  287,900 287,900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412,202 395,67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23,024 408,428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56,140 256,140 

按攤銷成本列賬並持作收取的債務證券  825,866 797,012 

指定為通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股本投資  5,056,190 5,086,935 

抵押存款  323,066 323,066 

貸款及墊款及其他資產  119,833 90,055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1,410,448 1,514,638 

應收保險款項  368,288 239,309 

分保資產  1,163,304 1,264,04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932,460 2,699,97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  13,759,834 13,546,78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9 969,262 973,180 

儲備  8,551,151 8,361,735 

擬派股息  33,907 48,61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9,554,320 9,383,530 

非控股股東權益  49,134 44,56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9,603,454 9,428,09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3,350,066 3,283,302 

應付保險款項  191,693 176,081 

應付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 25,731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4,222 4,222 

其他負債  219,871 240,223 

附息銀行貸款  150,000 150,000 

應付稅項  64,346 63,884 

遞延稅項負債  176,182 175,24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負債總額  4,156,380 4,118,68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權益及負債總額  13,759,834 13,546,78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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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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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止之週年財務報告是一致的，但下

列所述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及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HKFRSs」）及香港會計準則（「HKASs」）則除外。 

 

HKFRS 9（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HKFRS 16      租賃 

HKAS 19（修訂）     計劃修正、縮減或索償 

HKAS 28（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詮釋第 23 號 

2015 年至 2017 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HKFRS 3、HKFRS 11、HKAS 12 及 HKAS 23 

          的修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 HKFRSs 及 HKASs 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重大影

響，亦不會導致須重列比較數字。 

 

HKFRS 16 

 

HKFRS 16 取代 HKAS 17「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 號「經營租賃－優

惠」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7 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

該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將大多數租賃以單一

承租人會計模式入賬。 
 

HKFRS 16 大致沿用 HKAS 17 內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式。出租人將繼續使用與 HKAS 

17 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HKFRS 16 對本集團作為出租

人的租賃並無影響。 

 

本集團採用經修訂追溯採納法採納 HKFRS 16，並於 2019 年 1 月 1 日首次應用。本集

團選擇使用過渡性的簡化處理辦法，以允許該準則僅適用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根據

HKAS 17 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確定為租賃的合約。本集

團亦選擇使用租賃合約的確認豁免，即豁免自開始日期起租期為 12 個月或以下，並且

不包含購買選擇權的租賃合約（「短期租賃」），以及相關資產價值為低的租賃合約

（「低價值資產租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所承擔經營租賃港幣881,000元已完全獲豁免為短期租賃或低價

值資產租賃，因此於2019年1月1日首次應用HKFRS 16中，並無錄得租賃負債及使用

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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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2 重列 

  

 於2017年3月20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亞洲保險有限公司（「亞洲保險」）與獨立第

三方訂立股份出售協議，出售其於合資公司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67%之

已發行股份（「出售事項」）。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之權

益已分類為持作待售的出售項目。 

 

於2018年10月1日，由於完成出售事項的若干先決條件尚未獲達成，亞洲保險已終止出

售事項，本集團於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權益不再符合分類為持作待售的準則。因此，

自合資權益分類為持作待售以來由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的業績應以權

益法入賬。而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的業績已相應重列。 

 

重列對本集團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的財務報表的影響概列如下： 

 

 對簡明綜合損益表的影響： 

    增加 

   港幣千元 

 

 分佔合資公司的業績及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影響淨額   6,21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0.6港仙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對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影響： 

    增加╱ 

    (減少)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6,217 

 應佔合資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8,727)          _____________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影響淨額   (2,51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對於2018年1月1日的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的影響： 

    增加╱ 

    (減少) 

   港幣千元 

 保留溢利   8,911 

 投資重估儲備   2,891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出售項目的儲備   (3,595)      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8,20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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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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以及若干資產及負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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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940,421 - - 940,421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利淨額 103,313 110,878 - 214,191 

業務單位之間 4,740 - (4,740)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總計  1,048,474 110,878 (4,740) 1,154,61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143,871 85,339 - 229,21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合資公司 14,169 15,165 - 29,334 

聯營公司 2,351 402 - 2,753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261,297 

利得稅支出 (15,728) (450) - (16,178)       ____________
 

期內溢利    245,11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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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重列)
#
 

分部收入： 

外界客戶 769,092 - - 769,092 

其他收益、收入 

及盈利淨額 26,676 33,815 - 60,491 

業務單位之間 478 - (478)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總計  796,246 33,815 (478) 829,5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90,897 6,930 - 97,82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所佔損益： 

合資公司 7,251 14,435 - 21,686 

聯營公司 8,411 (2,278) - 6,133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25,646 

利得稅支出 (11,693) (679) - (12,372)       ___________
 

期內溢利    113,27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 重列的詳細資料載於本公告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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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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 公司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2019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7,042,694 5,881,914 12,924,608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302,465 109,737 412,20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15,817 207,207 423,02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  7,560,976 6,198,858 13,759,83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分部負債  3,782,209 374,171 4,156,38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保險 公司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2018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6,832,100 5,910,585 12,742,685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275,020 120,652 395,67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01,151 207,277 408,42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  7,308,271 6,238,514 13,546,78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分部負債  3,719,505 399,182 4,118,68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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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為來自期內所承保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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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項銀行貸款之利息 2,165 1,89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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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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1,777) (1,648) 

 折舊 (3,749) (3,82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93) -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67,199) (64,350) 

 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款項 - (700)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支出 (759) - 

 

 已變現盈利：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淨額 20,200 324 

   －贖回／收回按攤銷成本列賬並持作 

       收取的債務證券 144 35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 31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投資已變現盈利總額 20,344 99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之未變現盈利／（虧損）淨額 65,076 (63,548) 

 利息收入 48,814 36,758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盈利^ 8 221 

 自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支出 

   （包括維修及保養） (94) (741) 

 匯兌盈利／（虧損），淨額^ (3,984) 4,240 

  

 股息收入來自： 

   上市投資 41,631 49,244 

   非上市投資 37,524 28,00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股息收入總額 79,155 77,24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該金額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內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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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6. 利得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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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率（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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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香港 

   期內支出 10,555 6,452 

   往年撥備不足 - 335 

 當期－海外 

   期內支出 5,623 5,58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6,178 12,37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3.5仙（2018年：港幣2.0仙）   33,907 19,50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董事會議決宣佈於2019年9月30日或前後以現金派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5仙（2018年：港幣2.0仙）給予於2019年9月19日名列本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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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649,000元（2018年：

港幣110,84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971,324,000股（2018年：

977,550,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股

份，故毋須就攤薄調整該等期度已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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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9.   股本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1元之普通股 1,500,000 1,500,0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已發行及繳足： 

    969,262,000股（2018年：973,180,000股） 

  每股面值港幣1元之普通股 969,262 973,18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期內，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按介乎每股港幣4.28元至港幣

4.69元之價格，以總金額港幣17,810,000元（包括交易成本及股息）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購回及註銷本公司3,918,000股每股面值港幣1元之普通股。 

 

而購回該等已註銷股份所付之溢價港幣13,892,000元已於保留溢利賬中扣除，本公司

亦已從保留溢利中轉撥港幣3,918,000元至資本贖回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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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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二億四千四百六十萬元    +120.7% 

每股盈利：               港幣二十五點二仙       +123.0% 

每股中期息：             港幣三點五仙         +75.0% 

 

 

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亞洲金融」）2019年上半年業績錄得港幣二億

四千四百六十萬元股東應佔溢利，較2018年同期增加120.7%。盈利增加主要反映期

間市場轉強，投資組合已變現和未變現資產的價值上升。承保溢利仍能維持在平穩

和健康水平。合資和聯營公司的整體回報普遍良好。營運支出仍控制得宜，升幅與

通脹率相若。 

 

展望亞洲金融2019年下半年業績前景，將受到環球金融市場潛在動蕩因素、持續的

中美貿易摩擦，以及香港政治示威活動的影響。期間，集團保險業務仍被普遍看好。

我們將繼續維繫審慎及靈活的核心業務投資策略，以謀求股東長遠利益的增長。 

 

經濟環境 

 

縱使受到中美貿易糾紛以及英國脫歐等不明確因素影響，2019年上半年環球整體經

濟增長仍然穩定。當中美國經濟的表現尤其突出，低失業率、企業高盈利、消費支

出強勁及利率維持低水平。然而，鑒於貿易與投資疲弱，縱使失業率及通貨膨脹率

依然維持低位，香港GDP增長僅達0.4%（比上年強勁增長明顯減弱）。中國經濟也

出現增長放緩。 

 

儘管如此，受惠於企業高盈利及低息的憧憬，市場仍表現堅挺。恆生指數上半年上

調10.4%、H股指數上升7.5%，標普500指數上調17.3%，債券市場同樣表現良好。 

 

管理層的方針和展望 

 

2019年中期，環球和區域經濟各項基本因素趨向反覆。投資組合方面，我們相信經

濟基調及政策將使美國股市持續強勢。我們主要關注的因素包括中美貿易談判進

展、內地經濟增長減速以及當前香港政治議題衍生的示威活動等，都對本地消費及

訪港旅客人數，以致香港整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集團將繼續維繫審慎的投資策略。 

 

本集團的保險業務中期表現樂觀。縱使市場競爭對手眾多，但強大的分銷網絡、適

當的市場定位均有助我們爭取良好表現。我們將繼續透過檢視和擴大業務市場組

合，繼續拓展分銷網絡和增加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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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管理層的方針和展望（續） 

 

長遠而言，我們對前景保持審慎，包括中國內地官方繼續強調加強擴大內需、加快

城鎮化以及金融改革等持續結構性調整；東亞其他地區持續不斷的長遠改革與發

展，其大量中產階級的興起，社會老齡化都促進使用更趨市場化的方案，以應對地

區人口及政策改變帶來的挑戰。 

 

這是亞洲金融集團管理層所需主要面對的長遠營商環境。集團投資利益將繼續建基

於與民生相關的行業，諸如保險、退休保障、醫療保健和房地產等業務。在這一方

面，大中華和亞洲其他區域將是我們發展的重點。由於我們擁有專業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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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發展策略時，我們將在此基礎上，一如既往，小心維繫和

履行這一基本的投資方針。 

 

本人期待2019年全年業績將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報告。 

 

 

業務回顧 

 

保險業務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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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利為港幣一億四千九百五十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9.9%。 

 

亞洲保險的營業額增加22.1%，主要是因為代理和中介的分銷渠道增加，以及多項產

品的提升取得市場的良好反應。期內並無出現重大自然災害。2019年上半年的承保

溢利下跌21.4%，反映去年同期錄得特殊的理賠回撥。基礎的承保溢利仍維持健康穩

好的趨勢。（以上數據尚未撇除集團內部往來的交易） 

 

期內股市表現強勁，投資組合變現和未變現資產的回報按年比較錄得大幅上升；股

息和利息收入令人滿意。 

 

隨著亞洲保險業務擴大以及跟隨市場的薪酬趨勢，亞洲保險2019年上半年的成本也

相應增加。 

 

2019年下半年或更長時間內，亞洲保險公司在香港和澳門的核心承保業務前景將平

穩發展。我們將繼續運用我們的風險管理專業能力，注重提高服務質量，在分散風

險之同時，謀取各項業務組合的最大發展。我們將充滿信心，在以上領域繼續發揮

優勢，確保承保溢利健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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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保險業務（續） 

 

2019年上半年，亞洲保險繼續透過新的代理和中介拓擴營銷網絡，成功引進網絡合

作平台。為適應新的客戶需求和市場環境，我們正努力擴大產品系列、提昇員工技

能、完善營運渠道和網絡。 

 

展望未來，我們也預期中央政府關於進一步整合珠三角提出的「大灣區」規劃所衍

生的可能機遇。總體而言，亞洲保險將有望繼續成為本港一般保險市場享譽盛名、

領先的專業服務公司。 

 

至於下半年公司的投資表現，擔憂貿易戰升溫等將會增加市場不確定因素。我們將

繼續維繫審慎策略，以管理好各項投資組合。 

 

2019年上半年，有關保險的合資公司和聯營公司的表現是可以接受的。銀和再保險

有限公司、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以及專業責任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均獲得良好的

表現。由於承保業務出現虧損，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的盈利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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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的原保費收入達人民

幣七百零八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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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在此項的投資佔集團總資產約18.3%，是眾多投資中數額最

大的。 

 

其他投資組合 

 

股票買賣投資組合的已變現及未變現價值在2019年上半年平穩上升，主要反映期內

本港、中國內地、美國等股市表現良好。期間，很大程度上，企業盈利可觀、利率

回落的憧憬、股息收入增多；來自非持作買賣用途的投資回報上升；淨利息收入因

存款回報增加而上升。 

 

我們的投資組合將繼續集中優質和有固定收入的項目。投資策略將繼續注重發展長

遠利益，而非簡單的年度市值變動。我們將繼續視維護股東的核心利益為首要目標，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繼續緊握因應國際環境新變化而帶來的長遠潛在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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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醫療服務 

 

我們在曼谷持有康民醫院有限公司（「康民醫院」） 3.6%股份，繼續成為表現最穩

固的投資之一，市值在2019年上半年轉弱。然而，康民醫院透過優良的醫療服務，

成功吸引各國病人，其業務有望持續成功，並將繼續探索尋求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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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的一間合資公司，2019年上

半年產生穩健的回報。銀聯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銀聯信託有限公司，是香港主

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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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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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在2019年上半年只透過多個車位的銷售而獲得收入。項目第三期的第一階段的

單位已接近交付階段，我們也準備為第二階段的單位申請銷售許可證。我們正密切

注視當地政府是否向住宅物業市場採取調控措施以及影響樓價的可能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為港幣二十九億三千二百四十

六萬元（2018年12月31日：港幣二十六億九千九百九十七萬四千元）。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有一項銀行貸款為港幣一億五千萬元（2018年12月31日：

港幣一億五千萬元），該貸款是以若干香港上市股票作抵押，須於2020年1月29日或

之前償還，及按一、二、三或六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25厘之年利率計息。 

 

本集團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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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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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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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資產之抵押 

 

於2019年6月30日，亞洲保險已向一間保險公司抵押賬面淨值為港幣一億一千九百五

十八萬四千元（2018年12月31日：港幣一億一千八百八十六萬三千元）的資產，作

為亞洲保險對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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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公平價值不少於港幣一億五千萬元（2018年12月31日：港幣一億五

千萬元）之若干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其分類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按予銀行，作為附息銀行貸款港幣一億五千萬元（2018年12月31日：港幣一億五千

萬元）之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2019年6月30日之僱員總人數為286人（2018年12月31日：287人）。僱員薪

酬乃根據其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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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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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

人員及僱員的薪酬待遇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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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以購買價總額約為港幣17,773,000元（不包括費用）購回合共

3,918,00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全部由保留溢利支付。該等已購回之股份已於本

報告期間內註銷。於本報告期間內在聯交所購回之普通股股份詳情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普通股 

股份數目  

  

購買價總額 

(不包括費用) 

每股股份 

最高購買價 

每股股份 

最低購買價 

  港幣 港幣 港幣千元 

2019年1月 710,000 4.46 4.28 3,150 

2019年2月 166,000 4.69 4.66 778 

2019年4月 1,884,000 4.65 4.50 8,708 

2019年5月 686,000 4.55 4.39 3,069 

2019年6月  472,000 4.40 4.33  2,068 

  3,918,000    17,773 

 

於報告期間結束日後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於聯交所以購買價總額約為港幣

2,114,000元（不包括費用）購回合共480,00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全部由保留溢

利支付。該等已購回之股份已分別於2019年7月22日及2019年7月30日註銷。於報告

期間結束日後在聯交所購回之普通股股份詳情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普通股 

股份數目  

  

購買價總額 

(不包括費用) 

每股股份 

最高購買價 

每股股份 

最低購買價 

  港幣 港幣 港幣千元 

2019年7月 480,000 4.45 4.35 2,114 

 

鑑於上述股份購回，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因此已按上述購回股份於本報告期間內及

於報告期間結束日後註銷時按其面值相應減少。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份數目為968,782,000股。 

 

於本期間購買本公司股份乃由董事根據於2018年及2019年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得股東授權而生效。董事認為上述股份購回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並

可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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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

及至本公告日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均一直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為原則並已遵守所有適用之守

則條文。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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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星期一）或前後，以現金派發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5仙（2018年：港幣2.0仙）予於2019年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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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至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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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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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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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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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上

登載。2019年中期報告將於2019年9月12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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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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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為川內雄次先生、井手謙太郎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淑嫻女士、黎高穎怡女士及孫梁勵常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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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