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略推動要素:

社區參與及投資 590萬美元 
向慈善機構作出的直接現金
捐款

26,000個
小時僱員義工服務

200萬美元
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基金 

超過

23,000名 
Cha-Ching課程自推出以來 
已培訓的教師

1億
SAFE STEPS抗逆力計劃觸達
人群

結合持份者關注的問題，我們將
我們的社區投資策略與我們的
業務目標保持一致。

我們的社區投資方針
我們的策略仍重點關注與經營所在社區相關的
健康問題、教育（特別是理財教育）以及以安全
方式建立社區的抗逆力。在實現目標過程中，
我們透過員工參與及義工計劃助力改善生活
並發揮長遠的社會影響。我們繼續建立與社區
合作夥伴的長期關係，提供財務及技術支持。

管理社區投資
集團社區投資政策及本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
治策略為我們的社區投資及參與方式提供指
引。在該框架內，本集團業務可自主管理其社
區投資計劃。在亞洲及非洲，受法定董事會管
治的統一慈善組織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會定期檢討社區投資計劃的策略及
資金，以盡可能擴大在我們經營所在地區的積
極成果。責任及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代表董事
會監督本集團的社區參與及投資活動。

集團社區投資政策設有最低標準，包括不允許
任何法律或法規所禁止的投資或捐獻、政治捐
款政策下的投資或捐獻，以及向任何以傳播特
定信仰為主要目的的宗教組織進行投資或作出
捐獻。本集團的政策是既不向政黨捐獻，亦不
產生政治開支（按英國二零零零年政黨、選舉
及公投法所定義者）。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
概無作出任何該等捐獻或產生任何該等開支。

監控及衡量社區投資
我們的社區投資表現指標與追求社會影響力
的企業框架一致，用於監控有關進度及作為現
金捐款估值的指引。

二零二一年，向慈善機構作出的直接現金捐款
合共為590萬美元（二零二零年：970萬美元），
反映持續經營業務（不包括合營企業）於報告
年度內作出的捐款。二零二零年的數字已按此
基準重列。有關明細請參閱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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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社區工作的廣泛性質，我們部分項目
涉及不同的重點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根
據活動的主要目的進行分類。例如，我們的社
區防災備災項目可能分屬社會╱福利、教育或
健康類別。我們的整體支出減少，主要是由於
在二零二零年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
直接影響而作出多項一次性捐款。我們於二零
二零年開展多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包括向中
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以及多個2019冠狀病毒病
抗疫項目捐款。

於二零二一年，保誠員工及代理亦在當地社區
貢獻約26,000 小時的義工服務。

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基金
二零二零年，本集團成立250萬美元的2019冠
狀病毒病抗疫基金，該基金由保誠在亞洲及非
洲的社區投資部門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管理。該基金分配予保誠在全球的
各項業務，支持經批准的慈善及社區項目，以
應對疫情的直接社會及經濟影響。

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啟動200萬美元的新基
金，以繼續支持仍受疫情影響的社區。當地業
務計劃著重於透過2019冠狀病毒病訊息、衞生
及清潔、營養及教育計劃等努力為弱勢社群提
供支援，包括：

 > 保誠老撾支持老撾紅十字會在兒童返校時為
學校提供適當個人防護裝備。 

 > 烏干達的兩個項目，其中一個為弱勢社群中
因疫情長期停課而生計受到影響的教師提供
食物。第二個項目專注於為受2019冠狀病毒
病影響的人士提供精神健康服務，以及提高
對該問題的認識。

除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基金外，保誠亞洲公
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與Cartoon Network
合作推出SAFE STEPS Kids「Be Cool Be Clean」活
動。該活動提供視頻及活動等材料，教育兒童
良好衞生的重要性。內容已覆蓋所有Cartoon 
Network平台以及我們主要Safe Steps Kids合作夥
伴，例如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以及
各個國家紅十字會。

健康 
在健康共融領域，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自二零一三年以來一直支持兒童早
期關愛和發展。二零二零年，我們與聯合國兒
童基金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實施區域兒
童早期發展計劃，將兒童早期發展作為細心
呵護與照顧框架的一部分，以促進兒童早期
發展，目標是提高意識並為父母及撫養人提
供有關3歲以下兒童細心呵護與照顧方面的基
本知識及技能。二零二一年，該計劃在印尼成
功試行，惠及30,000名家長及60,000名五歲以
下兒童。此外，在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資助下，聯合國兒童基金在柬埔
寨、印尼、泰國及菲律賓四個國家完成有關細
心呵護與照顧的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的國家快
速評估。評估結果將為不久將來制定國家特定
兒童早期發展策略及規劃方法提供資訊。

社區參與及投資╱續

按區域劃分的慈善捐款*%

 87% 亞洲
 10% 英國
 3% 非洲

按重點關注領域劃分的慈善捐款%

 35% 社會及福利
 30% 教育
 13% 緊急救援

 13% 健康
 6% 其他或未分類
 3% 經濟發展

* 在安永的鑒證範圍內，請參閱第12頁。

  「線上地圖松」活動
每年，世界各地的災害造成近10萬人死亡，
影響多達2億人，並有數百萬人死於可預防
疾病。發生該等事件的許多地方在公開可查
看的地圖上「失蹤」，導致人道主義組織難以
觸達。

二零一四年以來，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亦稱為無國界醫生組織）一直為尼日利亞衞
生部抗擊壞疽性口炎提供支援。壞疽性口炎
是一種不常見的疾病，主要影響五歲以下的
貧困兒童。

二零二一年十月，保誠亞洲公益基金
(Prudence Foundation)與無國界醫生組織合作
舉辦了兩次「失蹤的地圖」地圖松活動，保誠
義工幫助將尼日利亞薩邦比爾尼和伊萊拉的
失蹤地點及人口標註於數字地圖上。相關工
作可幫助無國界醫生更快接觸到患者、更有

效地追蹤疾病，以及更好地了解緊急情況下
人們的最大需求所在。

來自亞洲、非洲及英國20個地點共174名保
誠義工參加了地圖松活動，在地圖上標出薩
邦比爾尼和伊萊拉的逾7,000座建築物。鑒於
親身參與義工服務日益艱難，此項線上義工
活動提供了一次極具意義的機會，讓我們的
僱員同心協力投身公益事業。我們希望我們
的貢獻能夠產生重大影響，促進疾病的及時
預防及治療。鑒於收到的回應相當理想，我
們將考慮於二零二二年再度舉辦該項活動。

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與地
圖松亦一併捐贈45,000美元（350,000港元）以
資助無國界醫生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保健服
務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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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及投資╱續

教育
Cha-Ching
Cha-Ching乃由保誠為協助填補兒童理財知識
缺口而開發，是一項專為7至12歲學童而設的
環球理財教育及責任計劃。

該項屢獲殊榮的計劃現至今已推行11年，並繼
續在我們的所有市場推廣，備受兒童、家長、
教育工作者及政府歡迎。有關本集團推廣理財
知識的方法及其如何讓健康及財務安全服務
更便捷的詳情，請參閱第21頁。

安全 
SAFE STEPS
為提升社區抗逆力，我們開展有一項全球計劃
SAFE STEPS，旨在就救生技巧提供教育及培養
意識，包括有關氣候及災害風險防範、道路安
全、急救及2019冠狀病毒病的資訊。該計劃與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及國家地理
合作推出，透過眾多媒體合作夥伴關係及政府
合作，繼續觸達亞洲及非洲數百萬人。

二零二零年，我們推出SAFE STEPS抗疫活動，
旨在於亞洲及非洲提供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
的重要教育資訊及宣傳。二零二一年，保誠亞
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與紅十字會與
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非洲合作實施2019冠狀
病毒病風險溝通及社區參與計劃，提供資訊
材料以幫助解決常見的2019冠狀病毒病錯誤
資訊及疫苗問題。此外，當地保誠業務和國家
紅十字會組織正合作共同制定針對特定國家
的溝通策略，以應對五個國家的當地問題及
滿足其需求。

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繼續推
行SAFE STEPS Kids計劃，藉助喜聞樂見的卡通
人物向數百萬兒童傳遞切實可行的資訊，讓他
們在遭遇緊急或災難情況時能夠保護自己和
他人。該計劃已獲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及
菲律賓的國家紅十字會採用，結合學校活動，
透過線上及線下計劃觸達7,000多名學生。

該計劃的影響力仍然巨大：

 > SAFE STEPS計劃透過各媒體合作夥伴關係覆
蓋亞洲及非洲超過1億人；

 > SAFE STEPS Kids每日透過電視觸達3,500萬個
家庭；及

 > 在社交媒體上，SAFE STEPS Kids自推出以來已
有超過2,300萬人觀看，其視頻在所有數碼平
台上的觀看次數達560萬次。

亞洲SAFE STEPS
越南方面，保誠與AIP Foundation合作，於二零
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在兩個省實施一項全面
的SAFE STEPS Kids道路安全計劃。該計劃不僅透
過教育活動直接惠及超過2,700名學生，更產
生其他正面裨益，例如：

 > 項目學校的平均頭盔佩戴率由26%（干預前）
提高至項目結束時的88%；

 > 學生的道路安全知識由9.8%提高至59.6%；
及

 > 學生走人行道的安全行人行為由78%提高至
97%；走斑馬線的學生由18%提高至76%。

菲律賓方面，保誠繼續與馬尼拉大都會發展
委員會(MMDA)合作，透過SAFE STEPS道路安全
計劃促進其僱員及駕車人士和行人的福祉。
馬尼拉大都會發展委員會是馬尼拉大都會的
前線政府機構，負責交通管理、廢料管理及災
害防範等工作。免費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覆蓋
範圍擴大至8,000人，皆為從事邊緣行業且幾
乎或完全無法獲得保障的正式僱員及臨時僱
員。於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一年十月，我們為
21個馬尼拉大都會發展委員會僱員家庭辦理
了相關福利。

非洲SAFE STEPS
SAFE STEPS Road Safety Africa繼續在我們的非洲
市場推出：

 > 贊比亞繼續與道路安全及交通管理局合作，
透過8個廣播電台對活動進行宣傳，觸達800
萬人。

 > 在科特迪瓦，我們已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以推廣活動，觸達超過500萬人。

 > 在加納，我們已與政府的「Arrive Alive」活動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從而令SAFE STEPS道路
安全活動透過多個渠道開展。

 > 最後，我們於二零二一年與非洲東部及中部
最大的獨立媒體公司Nation Media Group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以於二零二二年全年在肯亞
推廣該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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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STEPS抗災科技獎
於二零一九年推出的SAFE STEPS抗災科技(D-Tech)
創新計劃旨在甄選、資助及支持能夠在自然及
氣候相關災害事件中挽救生命的創新抗災科
技解決方案，並透過合作夥伴關係促進創新並
增加投資及非財務支援。該計劃與SAFE STEPS
計劃聯合，並作為「SAFE STEPS抗災科技獎」重新
推出。第二版獎項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推出，
決賽入圍者名單及獲獎者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公
佈。來自美國的史汀生中心憑藉其湄公河大壩
監測計劃榮獲非牟利類別獎項，該計劃利用衛
星數據對湄公河大壩的水位進行近乎實時的監
測，讓下游社區能夠為洪水、供水中斷及上游
大壩運行造成的其他風險早作準備。來自新加
坡的EcoWorth Tech則憑藉碳纖維氣凝膠海綿榮獲
牟利性獎項。該海綿由低成本天然材料製成，
能夠清潔污水及吸油，從而減輕污染行業對環
境的影響。

除獎金外，獲獎者還有機會獲得指導、技術支
持以及加入該區域的投資者網絡。我們繼續擴
展SAFE STEPS抗災科技獎，為抗災科技獎提供
支持的合作夥伴網絡目前包括人道主義合作
夥伴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技術合
作夥伴聯想集團(Lenovo)及八個策略合作夥伴。

減低校園的災害風險
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自二
零一三年以來一直與救助兒童會及國際培幼
會合作支持推行「安全學校計劃」，旨在實現
全面安全學校框架(Comprehensive Safe Schools 
Framework)的目標。該全球公認框架重點關
注學校基礎設施、學校災害管理及災害風險

教育。該合作夥伴關係亦支持仙台減災綱領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的目
標。

於二零二一年，鑒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與
氣候變化相關的持續風險持續影響全球學生，
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支持由
教育領域全球減災及恢復力聯盟(GADRRRES)與
救助兒童會推行的一項全球計劃，藉以修訂及
加強全面安全學校框架。經修訂全面安全學校
框架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前完成，與上一
版本相比，將包括一種針對所有災害的教育恢
復方法。

至今，安全學校計劃已在印尼、越南、泰國、
柬埔寨及菲律賓推行，共有逾141,000名學生
及51,000名成人接受減低災害風險規劃及能力
建設方面的培訓。二零一九年，保誠亞洲公益
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與國際培幼會續訂合
作夥伴關係，以於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二年期

間在泰國、柬埔寨及菲律賓推廣該計劃，目標
是到二零二二年年底前，令到所觸達的兒童
和成人再增加20,000人。然而，我們已觸達逾
48,000名兒童和成人，超出最初的三年目標。

在菲律賓，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與救助兒童會及菲律賓教育部合
作，為學校開發一套專為減低災害風險而設計
的管理資訊系統，同時為教師及當地政府官
員開展培訓及能力建設。減災管理資訊系統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的所有組成部分已於二零二一年完成，
但由於學校停課，僅有生態系統的第一個組
成部分 — 快速損害評估報告(Rapid Assessment 
of Damages Report)在全國實施。菲律賓於二零
二一年短短六個月內遭遇五次颱風及三次地
震，因此該系統的推出相當及時。於上述災難
期間，超過21,000間學校使用損害報告的快速
評估，提供超過37,000份資料，以提供及時報

倫敦社區投資活動 
Prudential plc繼續長期支援救助兒童會緊急基
金，該基金幫助慈善機構預防及應對世界各地
的危機。於二零二一年，該慈善機構於我們所
在市場應對多起事件，包括印尼及尼日利亞的
洪災、科特迪瓦的埃博拉病毒威脅，以及烏干
達及泰國的2019冠狀病毒病救援工作。

保誠的倫敦辦事處繼續與四家當地慈善機
構（即The Cares Family、The Connection at St 
Martin’s、Mind in the City, Hackney and Waltham 
Forest及The Amos Bursary）建立三年合作夥伴關
係，為關注無家可歸、孤立與孤獨、精神健康
及社會共融等問題的項目提供支持。

告，從而獲得政府的迅速回應，確保學校安全
及教育連續性。該計劃將於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三年繼續推出及擴展，目標是惠及全國
逾2,000萬名學生及近47,000所學校。另外亦聘
請外部顧問對該計劃進行獨立評估，旨在分享
基於事實的影響，建立個案研究供其他政府參
考，以減低災害風險及可能在其他國家複製這
個做法。

prudentialp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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