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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19 冠狀病毒及現時市況的最新消息： 

英國保誠有限公司集團執行總裁 MIKE WELLS 的話 

 

英國保誠有限公司集團執行總裁 Mike Wells 表示： 

 

「因 2019 冠狀病毒而引致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以及經濟不確定性，意味著保誠的客戶、員工以及分

銷合作夥伴較以往任何時間更依賴我們為他們的個人福祉和財務狀況提供保障。本人謹此向您們各位

致以一句簡單的話：我們會緊守崗位服務您們，並且會竭盡所能繼續為您們提供支持。 

 

「在這段不確定時期，保誠作為一家致力保持開放和高透明度的企業，將定期刊發有關我們應對 2019

冠狀病毒各種影響的最新消息。在亞洲某些地區，我們的同事在過去幾個月以來一直在面對這次疫情

爆發，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表現英勇地為客戶提供卓越的服務。現在 2019 冠狀病毒已由大型的地區

感染事件急速演變成全球大流行，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採取更進一步的應變措施。我們在美國、英國和

非洲的團隊正在學習我們亞洲同事的經驗，而我很高興向大家匯報，我們的業務延續計劃正順利執行。 

 

「我們的業務繼續在財務方面保持穩健。如之前所匯報，我們的美國業務 Jackson 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比率為 366%，而儘管自該日以來市場極端波動，Jackson 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

比率現時估計仍處於與當時大致相若的水平。 

 

「2019 冠狀病毒的疫情使我們必須靈活地思考如何為客戶服務，同時亦使我們必須靈活執行公司策

略。董事會對於集團的策略優先事項全體一致地清晰：第一，盡最大可能促使保誠的投資者從保誠亞

洲業務的機遇中獲得利益；第二，為 Jackson 發展其獨立性開闢路徑，同時透過結合多元化發展其業

務組合以及對其獨立資本狀況進行必要的強化，確保其能夠維持其現有及未來客戶所要求的強勁信貸

評級。 

 

「在去年八月我們二零一九年的半年度業績中，我們宣佈有意為 Jackson 引入第三方資本。在本月稍

早時候公佈的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中，我們表示傾向在公眾股本集資市場以少數股權首次公開發售的

方式作為第三方資本的來源，但落實與否須視乎市場情況而定。由於公眾股本集資市場持續低迷，因

此，除了為少數股權首次公開發售做好準備外，董事會亦會確保繼續按照我們策略優先事項的重點和

目標，積極評估有關 Jackson 的其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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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的影響仍未全部浮現，保誠擁有高度穩健的業績模式，並且將維持其一貫的優

勢繼續為股東創造價值並為分銷合作夥伴和客戶提供支持。這次危機正影響著全球各地我們服務所在

的每個社區的家庭和個人，而保誠上下希望這些人知道，無論是現在或未來，我們都會堅守崗位為他

們服務。」 
 
查詢： 
 
媒體  投資者／分析員  
Jonathan Oliver +44 (0)20 3977 9500 Patrick Bowes +44 (0)20 3977 9702 
Tom Willetts +44 (0)20 3977 9760 William Elderkin +44 (0)20 3977 9215 
 
致編輯之附註： 
 
關於Prudential plc 
Prudential plc 是一個專注於結構性增長市場的亞洲引領業務組合，透過提供人壽及健康保險以及退休

和資產管理解決方案，幫助個人消除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及應對最主要的財務關注事項。Prudential plc
擁有 2,000 萬名客戶，並於倫敦、香港、新加坡及紐約的證券交易所上市。Prudential plc 與保德信金

融集團（一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美國的公司）及 Prudential Assurance Company（M&G plc 的附屬公

司，一家於英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均無任何聯屬關係。 
 
關於Jackson  
Jackson 是向業內專業人士及其客戶提供退休產品的主要供應商。該公司及其聯屬公司提供旨在以具

稅務效益的方式為零售客戶增加及分配退休收入的變額、定額及定額指數年金以及面向機構投資者的

產品。Jackson 有幸成為 Alliance for Lifetime Income 的創始成員兼聯席主席。Alliance for Lifetime 
Income 是由美國 24 個金融服務組織組成及支持的 501(c)(6)非牟利組織，旨在幫助美國人認識和了解

保障性終身收入的重要性。該公司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資產達 2,976 億美元*，有賴於其引以為

豪的穩健的企業風險管理實踐及策略性科技舉措。Jackson 注重思想領袖及教育，提供有關退休規劃

及另類投資策略的行業見解及財務代表培訓。該公司亦投身於企業慈善，並支持非牟利組織致力在其

僱 員 生 活 及 工 作 所 在 的 社 區 內 鞏 固 家 庭 凝 聚 力 及 創 造 經 濟 機 遇 。 有 關 更 多 資 料 請 瀏 覽

www.jackson.com。 
 
* Prudential plc 的美國保險業務《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總資產為 2,990 億美元，其中，2,976 億美元

與 Jackson 有關，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保單持有人負債為 2,695 億美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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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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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環境持續，以及經濟不明

朗因素的影響、向低碳經濟轉型對資產估值的影響、通脹及通縮以及金融市場的整體表現；全球政治

不明朗因素；監管機構的政策及行動，特別是保誠新的全集團監管機構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的政策及行

動，以及一般的新政府措施；持續應用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政策措施對保誠的影響；國際保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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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聯會所採納系統風險政策措施對保誠的影響；競爭及快速技術變動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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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及全球健康危機對保誠業務及經營的

實質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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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轉型項目及其他策略

措施未能達致目標的影響； 完成 Jackson 的少數股權首次公開發售或其他第三方融資交易的能力；保

誠（或其供應商或合作夥伴）的營運抗逆力可能不足的風險，包括因外部事件而導致的營運障礙；保

誠（或其供應商或合作夥伴）資訊科技、數碼系統及資料的可用性、保密性或完整性遭到破壞；分拆

M&G plc 對保誠構成的任何持續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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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監管措施、調查及糾紛的

影響；以及因未能充分應對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而產生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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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載於保誠二零一九年全年度業績監管新聞稿「風險因素」一節。保

誠二零一九年全年度業績監管新聞稿可在其網站 www.prudentialp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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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Prudential plc 

Thomas S. Clarkson 
公司秘書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倫敦 
 
截至本公告日期，Prudential plc 的董事會成員為： 
 
主席 
Paul Victor Falzon Sant Manduca 
 
執行董事 
Michael Andrew Wells（集團執行總裁）、Mark Thomas FitzPatrick CA 及 Stuart James Turner FCA FCSI FRM 
 
獨立非執行董事 
Jeremy David Bruce Anderson CBE、Howard John Davies 爵士、David John Alexander Law ACA、 
Kaikhushru Shiavax Nargolwala FCA、Anthony John Liddell Nightingale CMG SBS JP、 
The Hon. Philip John Remnant CBE FCA、Alice Davey Schroeder、Thomas Ros Watjen、 
Jane Fields Wicker-Miurin OBE 及 葉約德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