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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公佈 2019 年第三季新業務業績 
新業務價值上升 1%；不計入香港業務則上升 14% 

 
香港，2019 年 10 月 28 日 ―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代號：1299）今天公佈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第三季的主要新業務指標。 
 
按固定匯率基準列示的增長率如下： 
• 新業務價值上升 1%至 9.80 億美元 
• 不計入香港業務，新業務價值增長 14% 
• 年化新保費減少 8%至 14.44 億美元 
• 新業務價值利潤率增加 6.0 個百分點至 67.0% 
• 總加權保費收入上升 8%至 81.68 億美元 
 
主要財務概要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黃經輝 (Ng Keng Hooi)表示： 
 
「友邦保險在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下，尤其是關乎香港近期發生的事件，錄得新業務價值增長至

9.80 億美元。不計入香港業務在內，集團的新業務價值較 2018 年第三季增長 14%，而中國內地繼

續成為我們增長最快的市場分部。」 
 
「鑑於支持我們業務的結構性增長動力，以及我們過往在不同市場週期成功經營業務的豐富經驗，

我對友邦保險的長遠前景感到樂觀。儘管面對當前挑戰，友邦保險區內各市場將長期受惠於中產階

層人口迅速增長，不斷促進對我們產品的需求。」 
 
「我們將繼續致力實踐我們的品牌承諾，並為大眾的生活帶來實在和積極的影響。我們將通過執行

清晰明確的策略性優先任務，及利用我們多渠道分銷業務的質素和規模以達致這目標。友邦保險致

力幫助客戶保障未來健康和提供財務保障，我們的財務實力及領先市場的品牌為客戶提供安心的保

證。我們的團隊將繼續專注於締造高質素的增長，並為我們的股東帶來長期回報。」

百萬美元，

除另有說明外 2019年 2018年

按年變動

(固定匯率)

按年變動

(實質匯率) 2019年 2018年

按年變動

(固定匯率)

按年變動

(實質匯率)

新業務價值 980 979 1% - 3,255 2,933 13% 11%
新業務價值利潤率 67.0% 61.1% 6.0 個 5.9 個 66.0% 60.0% 6.1 個 6.0 個

百分點 百分點 百分點 百分點

年化新保費 1,444 1,582 (8)% (9)% 4,887 4,834 3% 1%

總加權保費收入 8,168 7,610 8% 7% 24,573 22,039 14% 11%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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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業績概要 
 
與 2018 年第三季比較，新業務價值上升 1%至 9.80 億美元。專屬代理和銀行保險渠道的增長被

香港的零售獨立財務顧問渠道的新業務價值大幅下降所抵銷。不計入香港業務，集團新業務價值

在 2019 年第三季增長 14%。 
 
我們的香港業務第三季新業務價值錄得雙位數字下降。本地客戶新業務價值的雙位數字增長被來

自中國內地訪港客戶的新業務價值下降所抵銷；這與已公佈的七月及八月整體訪港旅客人數下跌

走勢大致相約。 
 
友邦保險在中國內地全資擁有的業務繼續締造非常強勁的新業務價值增長，並於第三季成為我們

各報告市場分部中增長最迅速的業務。我們別樹一幟的「最優秀代理」招聘和培訓計劃支持新入

職代理和活躍代理人數的進一步增加。我們在天津市和河北省石家莊市新開設的營銷服務部早期

業績令人鼓舞，我們正在繼續準備工作，以期在適當的時候進一步擴展地域覆蓋範圍。 
 
我們的泰國業務整體新業務價值穩健上升，代理和夥伴合作渠道均錄得增長。我們持續進行的代

理轉型進一步提高了活躍代理的生產力，而我們與 Bangkok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盤

谷銀行）的夥伴合作繼續取得強勁進展。 
 
友邦保險在新加坡的業務所錄得之新業務價值與 2018 年第三季的數字維持不變，這是由於整付

保費業務下降抵銷了期繳保費的增長。在馬來西亞，我們的業務在代理和夥伴合作渠道業務增長

之帶動下，新業務價值穩健增長。 
 
其他市場的新業務價值增長乃由我們在印尼、菲律賓和越南這些新興東盟國家的強勁業務表現所

帶動。正如早前所報告，由於大型團體保險計劃的時間分佈不均，友邦保險的澳洲業務錄得較低

的新業務價值。若撇除這些大型團體保險計劃的影響，其他市場的新業務價值與 2018 年第三季

相比取得雙位數字增長。 
 
整體而言，年化新保費較 2018 年第三季減少 8%至 14.44 億美元。新業務價值利潤率上升 6.0 個

百分點至 67.0%，主要是由產品和地區業務組合兩者的正面變動以及營運假設變動所帶動，並反

映了中國內地稅務法規變動，調高佣金支出的稅務扣減帶來的正面影響。按新業務保費現值基準

呈報的利潤率由 2018 年第三季的 10%上升至 12%。長期經濟假設與 2018 年報所載者一致，此

乃季度新業務摘要一貫應用的方式。總加權保費收入較 2018 年第三季上升 8%至 81.68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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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在經濟多元化的推動下及在積極的宏觀政策行動的支持下，亞洲地區持續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

儘管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率將放緩，強勁的內部需求動力及亞洲主要人口結構的發展趨勢，繼續為

友邦保險業務的長遠前景提供正面的結構性支持。我們部分的市場正面對利率偏低環境、消費者

信心下跌，以及政治及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的挑戰。其中，來自中國內地訪港客戶人數下降繼續影

響銷售。儘管在此不明朗的環境下，鑑於私人保險滲透率和社會福利覆蓋處於低水平，市場對友

邦保險的保險產品需求將長期持續增長。友邦保險憑藉其強大的分銷網絡和產品創新而處於獨有

的地位，以把握亞洲人壽和健康保險領域的巨大長期機遇。 
 
外匯波動 
 
友邦保險的絕大部分保費以當地貨幣收取，且我們密切配對我們當地的資產及負債，以盡量減低

外匯變動的經濟影響。由於我們以美元呈報，故於呈報本集團的合併數字時會受到換算的影響。

除另有說明外，我們已按固定匯率提供增長率及對營運表現的評述，以更清晰地說明基本業務的

按年表現。 
 
注意事項 
 
本公司剛注意到市場上流傳一些聲稱與本公司個別業務單位 2019 年首三個季度相關資訊。該些

資訊並不完整，且不準確地反映相關業務單位或本公司於期內的財務表現。有鑑於此，本公司提

前公佈 2019 年第三季新業務摘要，以確保本公司證券交易的市場維持有序。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不要依賴除本公司正式公告所提供之外的任何其他

資訊，亦不應以非正式公佈資訊作為與本公司證券有關的投資決定之依據，因該等資訊未必能夠

全面或準確地反映本公司的表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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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簡介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友邦保險」或「本集團」）是最大的泛亞地區獨立

上市人壽保險集團，覆蓋亞太區內18個市場，包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泰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中國內地、南韓、菲律賓、澳洲、印尼、中國台灣、越南、新西蘭、澳門特別行政區、汶萊

和柬埔寨擁有全資的分公司及附屬公司、斯里蘭卡附屬公司的97%權益及印度合資公司的49%權

益。於2019年4月，友邦保險獲准成為首選申請人在緬甸籌建100%全資擁有附屬公司經營。 
 
友邦保險今日的業務成就可追溯至 1919 年一個世紀前於上海的發源地。按壽險保費計算，集團

在亞太地區（日本除外）領先同業，並於大部分市場穩佔領導地位。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集

團總資產值為 2,560 億美元。 
 
友邦保險提供一系列的產品及服務，涵蓋壽險、意外及醫療保險和儲蓄計劃，以滿足個人客戶在

長期儲蓄及保障方面的需要。此外，本集團亦為企業客戶提供僱員福利、信貸保險和退休保障服

務。集團透過遍佈亞太區的龐大專屬代理、夥伴及員工網絡，為超過 3,400 萬份個人保單的持有

人及逾 1,600 萬名團體保險計劃的參與成員提供服務。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1299」）；其美國預

託證券（一級）於場外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交易編號為「AAGIY」）。 
 
 

聯絡詳情 

投資者關係 傳媒關係 

白禮仕 +852 2832 1398 唐仕敏 +852 2832 6178 
林蕙嫻 +852 2832 1633 吳浣鍶 +852 2832 4720  
李子筠 +852 2832 4704   
潘詩敏 +852 2832 4792   
    

 
本集團並無就季度新業務摘要公佈安排傳媒或投資者電話會議。如有查詢，請與上述人士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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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友邦保險的 2019 年第三個季度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對比 2018 年的數字乃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期間。 

2.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數字均以實際申報貨幣（美元）呈列，並按實質匯率計算。除另有說明

外，變動乃以按年基準列示，並按固定匯率計算。按固定匯率計算的變動是以固定平均匯率

計算 2019 年和 2018 年的數字。 

3. 第三季業績的內涵價值基礎所用的長期經濟假設與在 2018 年報內涵價值補充資料所載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一致。內涵價值基礎所用的非經濟假設則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所用者

作基準，並作出適當更新以反映友邦保險對未來經驗預期的最新觀點。 

4. 新業務價值根據銷售當時適用假設計算，惟並未扣除非控股權益應佔金額。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及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非控股權益應佔新業務價值分別為 800 萬

美元及 700 萬美元。 

5. 新業務價值包括退休金業務。年化新保費及新業務價值利潤率不包括退休金業務。 

6. 年化新保費為再保險分出前年化首年保費 100%及整付保費 10%之總和，不包括退休金業

務。 

7. 總加權保費收入由再保險分出前續保保費 100%、首年保費 100%及整付保費 10%所組成。 

8. 就市場分部而言，香港是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業務；新加坡是指於新加

坡及汶萊的業務；而其他市場是指於澳洲（包括新西蘭）、柬埔寨、印尼、南韓、菲律賓、

斯里蘭卡、中國台灣、越南及印度的業務。為求明確起見，總加權保費收入、年化新保費及

新業務價值不包括來自我們於印度的合資公司的任何貢獻。 

 
 
本文件可能載有與本集團相關的若干前瞻性陳述，有關陳述乃基於本集團管理層所信及本集團管

理層所作的假設及現有資料而作出。因其性質使然，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重大風險及不明朗因

素。本文件所用 的「將會」、「將來」等詞語及類似字眼，旨在作出前瞻性陳述。  閣下於倚賴

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的任何前瞻性陳述時務須審慎。實際業績及事件或會與前瞻性

陳述所載資料存在重大差異。 
 
本文件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人士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文件並非亦無意作

為在美國發售本公司證券供出售的要約。本公司證券並無亦不會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且不得未

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或適用豁免登記規定而在美國發售或出售。本公司證券並無亦無計劃在美國

公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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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Ng Keng Hooi 

香港，2019 年 10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獨立非執行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謝仕榮先生 
 
執行董事、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Ng Keng Hooi 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蘇澤光先生、周松崗先生、John Barrie Harrison 先生、楊榮文先生、Mohamed Azman Yahya
先生、劉遵義教授、Swee-Lian Teo 女士、Narongchai Akrasanee 博士及 Cesar Velasquez 
Purisima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