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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 – 首頁  

歡迎出席英國保誠 2021 年投資者大會，大會已進入關鍵部分。  

 
我會從概覽部分開始，介紹本公司過往的旅程，未來的方向，以及如何跨越多個層面改變業務模式。 
 
然後，英國保誠集團亞洲執行總裁 Nic Nicandrou 會向大家講解我們如何專注積極實踐，數碼創新，同時打造以

人為本的業務。 
 
簡而言之，就是使我們的團隊有更大發揮，協助客戶成就豐盛人生。  
 
隨後，集團財務總監兼營運總裁 Mark FitzPatrick 會介紹我們如何落實策略，創造經濟價值。  
 
希望其簡報能讓各位對本公司的業務規模、質素和效率有更清楚的認識。 
 
然後，我們會有初步問答環節，並進入兩個小組會議。經最終問答環節後，我會列出投資亮點，以作總結。 
 

投影片 4 – 今日的英國保誠：於亞洲及非洲獨佔鰲頭的人壽健康保險公司及資產管理公司 

我們在此上傳了多段影片，片長約 180 分鐘，內容豐富。 

也許閣下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消化。  

然而，我想大家明白的重點是，英國保誠的業務本質非常簡單，我們的投資亮點亦然。 

而且，我們的宗旨也很簡單：幫助人們實現活出豐盛人生。為實現這一點，我們提供既實惠又便捷的保健服務，以

守護客戶財富，及助其實現資產增值。 

同樣地，我們策略簡單。我們專注在全球擁有迅速增長潛力的最大市場經營業務，並提供廣泛及與眾不同的產品，

以滿足這些社區未獲滿足的需求。 

我們從三大方面建立競爭優勢： 

其一，透過多渠道分銷模式，擁有六十萬名代理，並透過兩萬間銀行分支機構，構建出一個與時並進且可擴展的平

台。 

其二，獨特的公司文化，一直專注創新及增長。  

其三，經營亞洲近百年，經驗豐富，與監管機構、政策制定者和社區長期合作，深獲信任。 

我們以一個紮根深厚、具備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運作。 

我們的市場受惠於強勁的經濟增長以及人口高齡化下推動的良性循環，令保險服務需求大增。 

我們不但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發揮著重要作用，還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認同。 

此外，我們正採取措施，使業務與全球低碳經濟轉型更緊密結合。 

未來發生任何氣候危機都會嚴重影響我們在亞洲及非洲服務的社區。 

我們身為長期資產管理人、亦致力保障生命，我們殷切關注以公正共融的方式推動減碳。 

因此，除了一系列短期新措施外，上一個月我們還公佈，計劃減低旗下保險公司所持有的資產組合的碳排放，目標

是爭取於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投影片 5 – 今天的成就在於業績斐然：亞洲在所有指標上都實現複合增長 

跟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相比，我們的業務規模已經大增、給股東創造了更多價值。 

內含價值不但在過去五年增加了一倍，而且在過去十年增加了兩倍多，為複合增長的最佳指標。 

儘管許多同行可能在更短時間內完成一兩個指標，但能夠持續完成所有指標的仍然屈指可數。 

實現這種可持續增長不能單靠一個條件。 

推動持續增長，除了外部環境外，還需要內部不斷變革，最重要的是員工的奉獻精神：應付新冠肺炎的挑戰時，我

們的員工完全將這精神發揮出來。 

這些都使我們的增長模式極難複製。 

這種強勁的業績記錄驅使我們相信，新業務利潤(NBP)增長速度可持續高於市場本地生產總值(GDP)。 

這也是為何我們相信未來每股內含價值得以保持雙位數增長的原因。 

 
投影片 6 – 消費需求不斷增長奠定我們的成功：外間大趨勢為未來創造了長遠的增長前景 

過去幾年，我們已落實更積極的業務管理模式，這不單使我們能適應重大的結構性轉變，更可應付未獲滿足的服務

需求。 

圖表說明了一切。儘管亞洲經濟增長迅速，亞洲的保險覆蓋平均水平依然很低，四成健康及保障支出仍然是自費。 

因此，消費者對保險的需求很大而且不斷增長。健康及保障缺口尤其巨大，估計為 1 萬 8 千億美元。  

此外，死亡保障缺口更大，估計為 83 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家庭如失去經濟支柱，隨即陷入困境。 

這些長期趨勢致使亞洲市場對儲蓄和保險的需求殷切，而且不斷增長，為我們的業務增長和價值創造提供重大機會。 

 

投影片 7 – 英國保誠如何轉型：結構轉型—釋放所有業務具有的潛力 

某些方面來說，與面臨明顯挑戰的企業相比，正在不斷發展的成功企業更難適應和改變。 

我們正正在過去幾年未雨綢繆。 

此不僅只是修修補補，還要徹底重建。 

這種轉型發生在三個層面：結構、運營、文化。 

讓我們從結構轉型開始講起。 
 
回顧 2015 年，當時英國保誠業務眾多，惟策略上受到限制。 
 
當時集團並非理所當然掌握所有業務，與此同時個別業務也不夠強大，未能獨立運作。 
 
我們所做的是創造真正的選擇，然後付諸實行。 
 
分拆實在是很困難，這就是為何歷史悠久的金融服務企業鮮有嘗試這種結構性變革的原因。 
 
目前預計 Jackson（美國業務）今年下半年分拆，待股東和監管機構批准後，完成這一階段結構轉型，可謂指日可

待。 
 
回顧 2015 年，我們是一家跨國企業，橫跨四大洲，於不同市場展開業務。 
 
一旦結構改革完成，我們將聚焦於極具吸引力的亞洲和非洲，以我們的實力和經驗給客戶提供服務。 
 
股東藉強大的業務組合（中國、印度、於東盟地區營運的具規模業務、亞洲及非洲新興增長市場，以及領先的地區

資產管理業務），專注業務未來增長。  
 



我們的企業文化，再加上靈活整合服務數碼化，業務得以精益求精。 
 
這亦使我們得以擴充，別具適應力，以最佳準備迎接未來機遇。 
 

投影片 8 – 英國保誠如何轉型：運營轉型 - 大規模滿足客戶需求  

接下來就是運營轉型。 
 
2015 年的英國保誠就像一家汽車公司，為不同國家地域製作特別型號的汽車。 
 
汽車通常專為各地精心設計。可是，沒有通用平台，共用組件也很少。 
 
我們現時所做的是有系統地重新打造業務。 
 
英國保誠的全新共用平台稱為 Pulse，各位已經在我們的介紹影片中得悉相關內容。 
 
Pulse 不僅僅是一個具吸引力的應用程式，其健康及理財服務十分獨到，迎來不少新客戶。 
 
除此之外，這也代表公司內部思維及工作的新方式。 
 
Pulse 還是一組通用工具，讓我們的代理更有工作效率，有助提升生產力。 
 
我們藉此與第三方（如銀行、數碼分銷合作夥伴）緊密連繫。 
 
這也讓我們轉型，成為真正具包容能力的企業。  
 
以前，我們受商業模式所限，未能有效服務某類型客戶。然而，現在我們的服務幾乎沒有限制。 
 
過去幾年，我們迅速發展團體和中小企業務，以及伊斯蘭教法合規產品。  
 
傳統保障計劃雖然全面，惟千禧世代另有喜好。於是，我們便推出適合他們的微型產品。 
 
而且，我們的品牌已延伸至高淨值客戶。 
 
業務因此更具抗逆力，於困難時期更能夠適應調整，並抓緊機遇。 
 
傳統上，我們行業模式是專注相對較少數的高價值客戶。 
 
英國保誠擁有一群忠實客戶，與我們一起幾十年，對我們而言，這群客戶尤其重要。 
 
現在我們所採用的模式，是不斷吸納大量客戶，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這就是為何我們一直增強能力，以期到 2025 年擁有 5 千萬名客戶。Nic 會就此作更詳細介紹。 
 
 

投影片 9 – 英國保誠如何轉型：文化轉型 - 創新的動力和步伐 

能力上的轉型建基於文化上的轉變。 

 
與我們今天的狀況相比，2015 年的英國保誠無論是內部習性，還是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方式上，都是一個封閉的世

界。 
 
當時有一種觀點頗為流行（於金融服務業亦很普遍），就是擁有並控制整個價值鏈，即使缺乏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也

不太理會。 
 
然而，我們已經改變，詳情如下： 
 
首先，我們以往只視外部公司為「供應商」，現在已經改變，變為要跟對方建立深厚的夥伴關係。這種文化促使跨

團隊合作，思想雙向交流。迄今為止，已建立的關鍵數碼合作夥伴關係，不少於 35 個。 
 



其次，引進科技、消費者領域上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材，更重要的是，我們提高現有同事的技能。其中 3,100 名員

工已接受人工智能培訓。 
 
第三，我們引入全新工作方式，加快創新和產品開發。兩年前，公司引入源自矽谷的「思維溫室(Hot House)」理

念。這是指密集進行為期三天的研討會，旨在將概念高速轉化，成為可準備推出市場的提案（當然需要獲得監管機

構的批准）。從此，「思維溫室」已成為我們標準工作方式的一部分。 
  
其結果就是在創新方面產生重大變化： 

• 去年推出新產品或改良設計的產品達 175 款，高於 2015 年的 106 款。 
 

• 二十一個月內，於非洲和亞洲十七個市場推出 Pulse。 
 

• 能夠迅速進軍新市場並擴大規模（例如，非洲國家或中國一些省份）。 
 

• 藉著 Pulse 獲取消費者洞見，並按這些數據定義下一階段的創新。我們每天獲取的用戶行為及互動數據達

20 GB。  
 
本年第一季度 Pulse 的銷售額達 7 千萬美元，足以證明這種執行方法和創新的可行。這數字佔已推出 Pulse 的市場

銷售額的 9%。 
 
現時我們的工作心態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以消費者的需求出發，而非以製造商的生產能力出發

（這種態度於金融服務界依然十分普遍）。 
 
這意味著員工敢於夢想，敢於突破。 
 

投影片 10 – 運營管理團隊致力推進業務轉型 

希望各位喜歡我們上傳的影片，之後會有小組討論。我們員工的活力和奉獻精神從來沒有讓我失望。 
 
從各種意義上，我們就是一支多元團隊。 
 
除了性別、種族多樣外，我們的團隊是由行業專家和來自其他範疇及學科的人材所組合。 
 
除此之外，我們有資深的員工和潛力巨大的年輕人一起合作。 
 
他們齊心協力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理念與文化，發揮真正的競爭優勢。 
 

投影片 11 – 建立多元的泛亞洲業務：我們正處於極有利的位置，以創造長期盈利增長 

以亞洲和非洲高增長市場為重點，這種轉變支撐多元化經營發展。我們的業務在亞洲可接觸達 37 億人口，再加上

非洲的四億人口。 
 
此圖表顯示我們的領導地位：九個市場位居前三，規模龐大，其中七個市場業務的利潤，去年超過 2.5 億美元。 
 
與五年前相比，亞洲主要利潤引擎的數目發生了重大變化。 
 
尤其是中國內地業務，2015 年時，近乎毫不顯眼。現在，中國內地業務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 盈利增

長超過五倍，以此計算為集團第六大業務。 
 
我們廣泛的產品組合、多元分銷渠道，包括與渣打銀行和大華銀行的長期銀行保險合作夥伴關係，足以證明我們平

台的多樣化。  
 
本集團亞洲壽險業務為瀚亞帶來的資金流穩定可靠，規模龐大，同時很大程度上與市場因素分隔，亦因壽險業務的

增長而持續上升。這些資金流不但為瀚亞提供了制定投資策略的機會，而且我們隨後可加以利用，為第三方零售客

戶和機構投資者部署投資策略。 
 
至於非洲市場，目前相對規模較小，但增長迅速，而我們在亞洲的業務模式對其發展有很大的借鑒價值。 
 
此強大的平台會為集團開啟未來巨大機遇。 



投影片 12 – 英國保誠的新機遇 

回顧過去五年，我們在董事會和執行會議上討論了三個重要的機遇。 

 
首先，構建新企業架構，釋放業務潛力。 
 
其次，建立統一的運營平台，使我們在數碼顛覆時代更具競爭力。  
 
第三，創立專注創新和增長的企業文化，以跟上快速變化的消費者需求。 
 
這項工作雖然尚未完成，但正在順利進行。 
 
現在，新的機會正在呈現。 
 
中國：中國內地業務，機會無限，可擴大深化我們的全國的網絡。此外，我們亦有能力抓緊大灣區帶來的重大機遇。

如果大灣區是一個國家，那就會是全球第十大經濟體。 
 
印度：我們在該地區擁有領先的人壽保險和資產管理業務，隨著業務規模和盈利能力的增長，這個 14 億人口的大

國將為我們的機會所在。 
 
東南亞：擴大產品範圍，加強分銷，提供個人化解決方案，以滿足當地人的健康及儲蓄需求，尤其是該地區內最大

的經濟體：印尼、泰國。 
 
健康及保障：由傳統上財務保障角色轉變為提供有助預防及延緩疾病的方案。 
 
財富：與超級應用程式（一站式服務）結合，滿足亞洲財富需求。 
 
新市場：考慮發展選項，事實上機會已近在咫尺。 
 
目前，亞洲和非洲地區有數以億計的人，沒有得到或欠缺完善的金融服務。 
 
及此，我們有能力滿足該地區的健康、保障和儲蓄需求。  
 

投影片 13 – 主要目標  

 
現在交給 Nic Nicandrou，由他詳細介紹我們如何專注積極實踐目標，數碼創新，使我們的同事和代理有更大發

揮。我們有今日非凡的成就有賴各位同事和代理的努力。 
 
 
能力小組部分中最終問答環節結束後 
 
 
投影片 14 – 集團執行總裁 Mike Wells 先生 
 

投影片 15 – 投資亮點 

今天，各位已經了解本集團的策略，得悉我們的業績記錄，明白我們如何專注積極實踐，數碼創新，使同事和代理

有更大發揮。我們有今日非凡的成就，實賴各位同事和代理的努力。 
 
 

進入問答環節前，我會以投資亮點作總結。 
 

亞洲和非洲的結構性長期增長為我們帶來機遇，而我們將會專注發展這些市場。我們會致力在細分目標市場，建立

市場領先地位和加快增長。 
 
我們在 23 個市場擁有 34 項高質素、多元化的業務組合。 
 
我們在香港和新加坡等較發達的市場位列前三名。 
 



我們在中國、印度、印尼和泰國等龐大市場，擁有具規模的業務，機會處處。 
 
我們除了在亞洲有領先的多渠道分銷平台，擁有約 60 萬名代理，於銀行保險渠道處領導地位外，還擁有三百多個

壽險、資產管理分銷合作夥伴關係。此外，在數碼領域，我們亦建立了競爭優勢。 
 
產品創新、適應力強為我們的特點——以客為先是我們的口號。 
 
我們透過 Pulse 提供端到端解決方案，涵蓋健康、保健、健身、飲食等範疇。除此之外，Pulse 應用程式可連接到

不同地區市場的醫院。 
 
瀚亞投資是以亞洲為核心的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資產達 2,420 億美元。瀚亞擁有出色的平台，使我們能夠接觸到

全亞洲，以應付亞洲市場對財富解決方案迅速增長的需求。 
 
我們的資本配置業績記錄甚佳，風險管理方面亦有良好記錄，而且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 (ESG) 方面的目標明確。 
 
英國保誠專注增長，以實現每股內含價值持續雙位數增長。 
 
對於股東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坐擁一項不斷創造價值的強大投資，這反映在我們的可持續增長的運營資本，以及獨

特和往績亮麗的業務模式。 
 
現在隨即進入問答環節…… 
 

 

 

 

 

 

 

 

 

 

 

 

 

 

 

 

 

 

 

 

 

 
中、英文文本之文意如有歧異，在任何情況下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