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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利 金 融 有 限 公 司
（於加拿大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 零 零 六 年 度 業 績 公 布

「宏利各地業務皆錄得強勁的自然增長，表現令人鼓舞，更帶動公司的全年盈利再

創新高。無論在保險或是財富管理業務方面，我們均不斷致力開發嶄新產品、拓

展強大分銷網絡及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因而令保費及存款刷新紀錄，而管理資

產更突破四千億加元。」

宏利金融有限公司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鄧立忠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三日

‧ 二零零六年度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三十九億八千五百萬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增加

百分之二十一。

‧ 每股盈利為二點五三加元，較去年的二點零五加元多增百分之二十三。

‧ 董事會通過第四季度派發的每股普通股股息為零點二加元，並將於二零零七年

三月十九日或以後派發。

業績綜覽

宏利金融有限公司宣布，二零零六年度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三十九億八千五百萬加元，較二

零零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每股盈利為二點五三加元，較去年的二點零五加元多增百分

之二十三。此外，二零零六年的普通股股東資金回報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一上升

至百分之十六點八，較公司的中期目標百分之十六為高。

宏利金融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鄧立忠表示：「宏利各地業務皆錄得強勁的自然增長，表現令人

鼓舞，更帶動公司的全年盈利再創新高。無論在保險或是財富管理業務方面，我們均不斷

致力開發嶄新產品、拓展強大分銷網絡及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因而令保費及存款刷新紀

錄，而管理資產更突破四千億加元。」

宏利金融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股東盈利首次超逾十億加元達十一億加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百分之二十一。每股盈利為零點七一加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二十五。季內普通股股

東資金回報為百分之十八，較二零零五年第四季高出二百五十個基點，為合併後的最高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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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金融高級行政副總裁兼首席財務總監雷鵬智表示：「第四季盈利上升，主要是由於營運

業績穩健增長、投資表現理想、股市造好及與稅務相關項目帶來利益所致。此外，年內承

保的新生意的內涵價值大增百分之二十五，對此本人深感高興。」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管理資產總額刷新紀錄達四千一百四十億加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四百三十億加元，升幅達百分之十一。二零零六年的保費及存款亦再創新高達六百

四十九億加元，主要受惠於獨立基金及互惠基金的自然增長。

業績概覽

企業

‧ 宏利金融旗下已獲評級的附屬保險公司獲標準普爾信貸評級（「標準普爾」）將其財政實力

評級調升至「AAA」。「AAA」評級是標準普爾二十一個評級類別中的最高級別，全球僅

有兩家上市壽險公司的附屬保險公司能獲此評級，而宏利金融為其中一家。標準普爾指

出，宏利於營運地區具領導地位且業務多元化，加上其營運表現持續穩健出色、投資組

合優越及分布多元化、資本又極為充裕，以及企業風險管理架構完善卓越，為公司評級

獲調升的原因。

‧ 宏利金融成功發行本金為五億五千萬加元的高級無抵押債券及本金為六億五千萬加元的

後償無抵押債券。是次發售乃透過一家非直屬的全資附屬公司Manulife Finance

(Delaware), L.P.完成，以確保日後持續運作。

‧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宏利金融宣布提早贖回已發行在外、資本為四億九千

二百五十萬美元的信託帕斯魯證券（信託優先證券）。有關證券的息率為八點三七五厘。

‧ 公司在另一份新聞稿公布，董事會批准公司第四季度派發的每股普通股股息為零點二加

元，並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或以後派發予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營業時間結

束時名列宏利金融名冊之註冊股東。

美國

‧ 囱康變額年金除擴展中介機構的分銷渠道，即透過摩根士丹利的平台推出變額年金產品

外，亦引入美國投資銀行JP摩根大通作為分銷商之一，藉以提高其產品於銀行的滲透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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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囱康退休計劃服務於其投資組合方面增加了九項全新的資產分配基金，以供401(k)計劃

的參加者認購。增設有關基金，旨在讓計劃參加者更容易進行投資，因他們的投資決定

取決於預計的退休日期。囱康現時於美國的資產分配基金市場獨佔鰲頭，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所管理的生活方式基金資產高達四百五十億美元。

‧ 於二零零六年，美國業務部多項業務的銷售及市場佔有率均顯著上升，促成強勁的自然

增長：

○ 囱康人壽保險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的美國新造個人壽險業務

銷售名列行內之冠1，這是有賴其各產品組合皆銷情凌厲所致。

○ 於二零零六年，囱康長期護理業務的銷售及市場佔有率均持續上升，反映零售及團

體保險產品皆錄得穩健收益。由於產品具備市場競爭力，加上分銷網絡擴闊及服務

質素卓越，刺激銷售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

○ 囱康互惠基金的銷售較去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五，反映拓展分銷網絡及於二零零五年

底向零售投資者推出生活方式基金均帶來極佳的銷售成績。

1 資料來自LIMRA International進行的二零零五年第四季至二零零六年第三季美國個人壽險銷售調查。銷售額

按新造保單的年繳保費計算。

加拿大

‧ 於十月二十三日，個人財富管理業務部推出加拿大首項具有保證最低提取總額特色的獨

立基金產品「IncomePlus」。於第四季，獨立基金的銷售刷新紀錄，反映此項新產品廣受

顧問及客戶歡迎。季內的獨立基金銷售超逾九億加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亦較上季激增百分之八十八。

‧ 個人保險銷售於第四季反彈，原因是新造業務增加及核保時間縮短，令季內的銷售額再

創季度新高，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多增百分之十六。預期不斷提高服務質素及有計劃地提

升產品特色可保持強勁的銷情。

‧ 二零零六年的團體儲蓄及退休方案銷售打破歷年紀錄。根據有關新造業務市場佔有率的

統計數字顯示，宏利於二零零六年首三季的銷售額，較二零零五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四十

三，而行內的整體增長率卻不足百分之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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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利銀行的業務持續錄得可觀增長，於二零零六年年底的管理資產總額逾八十億加元，

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於第四季，宏利銀行進一步擴闊其產品種類，推出三種全新

的高息儲蓄帳戶，當中的F類投資儲蓄帳戶乃專為加拿大投資者而設，並僅透過收費理

財顧問分銷。其餘兩種屬美元高息投資帳戶，為加拿大存戶的美元存款提供較高的儲蓄

利息。

2 資料來自LIMRA International進行的二零零五年年初至今及二零零六年第三季加拿大退休金市場新造業務銷

售調查。銷售額按定額供款及純粹投資兩類合約產品的新年繳存款及轉移資產計算。

亞洲及日本

‧ 宏利日本已開始銷售一項嶄新的變額年金產品。此項產品除保障客戶免受跌市影響外，

同時亦讓他們在累積資產的同時，又可提取入息金額。此計劃讓受保人的保證年金總額

有機會享有遞增收益，因視乎投資表現，計劃可鎖定更多的投資回報。此項產品自二零

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起開始經公司的專業銷售隊伍及金融機構夥伴的分行銷售。

‧ 宏利馬來西亞宣布推出首項本金保證計劃「InvestProtect Principal Protected Plan」。此

項五年期的整付保費投資相連本金保證計劃與囱生指數掛漖，並透過馬來西亞匯豐銀行

分銷。

投資

‧ 宏利金融以四億五千四百萬美元向Broadway Real Estate Partners, LLC購入位於波士頓

Back Bay 197 Clarendon Street及200 Berkeley Street交界的物業，有關物業佔地一百二

十萬平方呎。購入上述物業後，再計入最近落成位於Seaport District的囱康總部大樓，

宏利房地產投資組合內的波士頓商用物業面積合計達一百九十萬平方呎。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宏利金融房地產投資組合內所持的物業合共佔地二千六百萬平方呎。

‧ Hancock Timber Resource Group（「HTRG」）宣布取得位於紐西蘭約二十萬公頃（四十九

萬四千英畝）土地的林業權。在購入這片種植林後，HTRG於紐西蘭所管理物業的總面

積約達二十九萬六千公頃（七十三萬一千英畝）。此等物業的資產約三分一乃由公司的一

般帳戶購入及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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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概覽（未經審核）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加元） 1,100 974 908 3,985 3,294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加元） 0.70 0.62 0.56 2.51 2.03

普通股股東資金回報

　（百分比，年度化） 18.0 16.6 15.5 16.8 14.1

保費及存款（百萬加元） 15,819 15,301 16,184 64,939 61,306

管理資產（十億加元） 414.0 380.9 371.5

資本（十億加元） 31.5 28.5 28.4

收入淨額

宏利金融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之股東收入淨額為十一億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

的九億零八百萬加元上升百分之二十一。季內收入淨額上升，主要是由於股市回報較去年

理想、投資表現理想、業務增長強勁、財產及意外再保險業務轉虧為盈及公司的稅務狀況

受利好因素影響所致。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收入淨額為三十九億

八千五百萬加元，而二零零五年則為三十二億九千四百萬加元。

每股攤薄盈利及普通股股東資金回報

二零零六年第四季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為零點七加元，與二零零五年同期的零點五六加元

相比，上升百分之二十五。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普通股股東資金回

報為百分之十八，而二零零五年同期則為百分之十五點五。

保費及存款

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保費及存款達一百五十八億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一百六十二億

加元微跌百分之二。公司大部份業務部的保費及存款均大幅上升，惟由於日本獨立基金存

款因一項變額年金產品暫時停售而下跌及加元轉強，導致部份升幅遭抵銷。

管理資產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管理資產達四千一百四十億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三千七百一十五億加元增加四百二十五億加元，升幅為百分之十一。管理資產上

升，主要是因為過去十二個月財富管理產品的銷情理想，以及股市上升的正面影響所致。

然而部份升幅卻因為扣減囱康固定收益機構產品一筆四十九億加元的到期支出而遭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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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資本總額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三百一十五億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二百八十四億加元遞增三十一億加元。資本總額增加是因為於過去十二個月錄得收入

淨額及年內發行新資本，惟升幅卻不足以彌補贖回資本、向股東派發十一億六千三百萬加

元的股息及以十六億三千一百萬加元回購四千五百萬股股份的負面影響。新發行的資本包

括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發售的六億五千萬加元後償債券及五億五千萬加元高級債項。

各業務部的業績概況

美國保險業務部

加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加元） 168 169 178 622 614

保費及存款（百萬加元） 1,831 1,614 1,762 6,713 6,666

管理資產（十億加元） 61.3 57.7 57.9

美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美元） 148 151 152 549 508

保費及存款（百萬美元） 1,608 1,439 1,501 5,919 5,510

管理資產（十億美元） 52.6 51.7 49.6

美國保險業務部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一億六千八百萬加元，較去年同期

的一億七千八百萬加元下跌百分之六。囱康人壽保險的盈利因死亡賠償保持偏低及新造業

務邊際利潤改善而上升，惟部份升幅因投資收入減少而遭抵銷。縱使囱康人壽保險盈利增

加，但有關升幅不足以彌補囱康長期護理業務因理賠表現遜色導致盈利下跌的不利影響。

二零零六年全年股東收入淨額為六億二千二百萬加元，而二零零五年則為六億一千四百萬

加元。

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保費及存款為十八億加元，與二零零五年同期相若。按美元計，保費

及存款上升百分之七。保費及存款上升，是由於靈活人壽產品於本季及近數季銷量強勁帶

動首年及續保保費增加，以及季內囱康長期護理業務的產品銷量及有效保單業務同告增長

所致。惟保費及存款的部份增長因分紅壽險產品的保費減少而遭抵銷。

管理資產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六百一十三億加元，而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五百七十九億加元。管理資產上升，主要是由於過去一年有效保單的業務增長及股

市表現向好所致。



– 7 –

美國財富管理業務部

加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加元） 300 280 216 1,136 868

保費及存款（百萬加元） 8,213 8,756 7,928 35,267 30,232

管理資產（十億加元） 196.7 179.8 175.7

美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美元） 263 250 184 1,002 716

保費及存款（百萬美元） 7,214 7,809 6,758 31,090 25,003

管理資產（十億美元） 168.8 161.2 150.7

美國財富管理業務部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三億加元，較去年同期的二億

一千六百萬加元增加百分之三十九。按美元計，盈利上升百分之四十三。季內盈利增加主

要是因為囱康固定收益產品的投資表現理想，加上囱康變額年金、囱康退休計劃服務及囱

康互惠基金的平均資產上升，令收費收入增加所致。股市向上對變額年金的獨立基金保證

儲備有正面影響，亦有助盈利增加。本年度的股東收入淨額達十一億三千六百萬加元，二

零零五年則為八億六千八百萬加元。

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保費及存款達八十二億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七十九億加元上升

三億加元，升幅為百分之四。按美元計，升幅則為百分之七。保費及存款增加，主要是由

於囱康退休計劃服務的有效參與成員不斷增加令新造業務銷售理想及經常存款增多，同時

互惠基金的開放式零售基金因擴闊分銷網絡及於二零零五年底推出生活方式基金，帶動銷

量節節上升所致。然而，部份升幅卻因為變額年金的獨立基金存款較去年同期的強勁銷路

相比有所下降，加上囱康固定收益產品Signature票據存款亦減少而遭抵銷。兩項產品的表

現稍遜乃由於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所致。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管理資產達一千九百六十七億加元，較去年同期的一千七百

五十七億加元上升百分之十二。管理資產上升主要是來自獨立基金及互惠基金，此乃由於

囱康退休計劃服務、變額年金及互惠基金業務的保單持有人現金流量淨額持續充裕，以及

年內股市表現向好所致。然而，部份升幅卻因年內囱康固定收益產品的到期款項多於新銷

量而遭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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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業務部

加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加元） 247 229 199 981 809

保費及存款（百萬加元） 3,460 3,076 3,339 13,537 13,532

管理資產（十億加元） 77.4 73.2 69.0

加拿大業務部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二億四千七百萬加元，較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的一億九千九百萬加元上升百分之二十四。由於安大略省有關投資所得稅的稅務規

則有所修訂，令季內盈利增加二千萬加元。撇除此有利盈利的正面影響，第四季的收入淨

額應為二億二千七百萬加元，比去年上升百分之十四。由於銀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獨

立基金持續增長、部門業務增長及內部有效控制成本令收支情況得以改善，加上股市造

好，因而帶動收入上升。但部份增幅卻因團體福利業務的理賠表現稍遜而遭抵銷。本年度

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九億八千一百萬加元，比去年的八億零九百萬加元，上升百分之二十

一。

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保費及存款為三十五億加元，較去年同期的三十三億加元上升百分之

四。第四季推出嶄新的保證最低提取金額產品後，個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獨立基金存款增加

百分之三十六。團體福利及個人保險業務的保費亦見上升，反映新造及有效保單增加。惟

由於基金產品有欠競爭力，令互惠基金的存款持續下跌，因而抵銷上述增幅。加拿大業務

部於二零零六年第三季推出四項新互惠基金，並計劃於二零零七年進一步改善產品，以提

升競爭力。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管理資產為七百七十四億加元，較去年的六百九十億加元增

加百分之十二。一般基金資產增多，主要是因為宏利銀行按揭貸款持續增長，以及股市上

升有利個人保險業務的股市相連產品的回報。獨立基金增長百分之十七，反映股市上升及

財富管理業務的保單持有人現金流量淨額充裕。

亞洲及日本業務部

加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加元） 191 182 228 734 732

保費及存款（百萬加元） 1,957 1,611 2,354 8,361 9,105

管理資產（十億加元） 38.0 33.9 31.7



– 9 –

美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美元） 167 161 195 647 608
保費及存款（百萬美元） 1,718 1,438 2,006 7,363 7,522
管理資產（十億美元） 32.6 30.4 27.2

亞洲及日本業務部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一億九千一百萬加元，較去年的
二億二千八百萬加元下跌百分之十六。撇除二零零五年因延長日本第百生命資產組合的存
續期及調低該資產組合的股票投資比重對精算負債帶來的影響，盈利應增加一千四百萬加
元，升幅為百分之八。盈利上升主要是由於日本業務部因受惠於變額年金業務增加及理賠
表現理想，令收入增加所致。本年度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七億三千四百萬加元，而二零零五
年則為七億三千二百萬加元。

第四季的保費及存款為二十億加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二十四億加元減少百分之十七。
印尼互惠基金、香港財富管理產品及新加坡投資產品所取得的銷售增幅，卻由於日本一項
變額年金尚待當局決定稅務待遇而暫停銷售，導致有關產品銷售減少而令保費及存款增幅
遭全數抵銷。一項用以取代該被暫停銷售的變額年金的新產品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推出
市場。

管理資產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三百一十七億加元增加六十三億加元，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三百八十億加元。是項增長主要由於日本的變額年金銷情理想、香
港的退休金及財富管理產品銷量增加、股市向好帶來正面影響及印尼互惠基金銷量回升所
致。然而，部份增幅卻因日本第百生命的保單到期及斷保而遭抵銷。

再保險業務部

加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虧損）淨額（百萬加元） 68 86 (29) 294 (108)
保費（百萬加元） 307 244 249 1,010 1,217

美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虧損）淨額（百萬美元） 60 76 (24) 259 (92)
保費（百萬美元） 269 218 212 890 1,005

再保險業務部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錄得收入淨額六千八百萬加元，相對二零零五年同期的
二千九百萬加元虧損淨額，增加九千七百萬加元。再保險業務取得盈利增長，主要是由於
財產及意外再保險業務的收入激增，以及人壽業務的理賠表現理想所致。二零零五年錄得
的虧損乃由於就颶風威爾瑪作出的財產及意外再保險賠償所致。全年的收入淨額為二億九
千四百萬加元，而二零零五年則錄得一億零八百萬加元的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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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內保費達三億零七百萬加元，而二零零五年第四季則為二億四千九百萬加元。保費收入

增加，主要是由於壽險業務的新造保單增長強勁，加上二零零五年錄得一次性調整，令國

際團體保險計劃業務的保費上升所致。財產及意外再保險業務的保費顯著下跌，主要是由

於銷售減少，以及於去年同期受颶風卡特里娜影響，導致財產及意外再保險保單出現非經

常性復效保費所致。

企業及其他業務部

加元 季度業績 全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股東收入淨額（百萬加元） 126 28 116 218 379

企業及其他業務部包括投資業務部的對外資產管理業務、超額資本盈利（即於扣除分配予各

業務部的金額後用以支持資本的資產）、經營業務部的信貸風險轉移、精算方法及假設的變

動，以及其他非經營事項。另外，此業務部亦包括囱康的意外及醫療保險業務，而此等業

務主要為存在法律糾紛的合約。

企業及其他業務部於二零零六年第四季的股東收入淨額為一億二千六百萬加元，較去年的

一億一千六百萬加元上升百分之九。盈利錄得升幅，主要受惠於信貸表現強勁、整合開支

減少，以及多個稅務項目帶來的利益。當中多個稅務項目涉及未定稅款的有利裁決及年內

出現的額外稅務利益。此等稅務項目合計佔按年盈利升幅中約四千萬加元，而且當中部份

項目將於日後重複出現。然而，精算方法及假設的變動，以及囱康的意外及醫療保險業務

的理賠表現欠佳，令所取得的盈利增幅遭部份抵銷。於二零零五年第四季，精算方法及假

設的變動令收入上升四千九百萬加元，而今季只微升四百萬加元。全年股東收入淨額為二

億一千八百萬加元，而二零零五年則為三億七千九百萬加元。

宏利金融概覽

宏利金融為加拿大主要的財經服務機構，業務遍布全球十九個國家及地區。透過旗下龐大的僱員、保險代理及

銷售夥伴網絡，宏利金融於加拿大、亞洲及美國（主要透過囱康）為客戶提供全面的財務保障及理財服務。於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宏利金融及其附屬公司的管理資產達四千一百四十億加元（約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三

億港元）。

宏利金融有限公司乃以多倫多交易所為第一上市地點，而以香港聯交所作第二上市地點。宏利金融之普通股乃

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以介紹方式在香港上市。有關宏利金融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以合乎加拿大公認

會計準則之方式加以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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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聲明提示

本公布載有依據加拿大省級證券法例及美國一九九五年私人有價證券訴訟改革法案「安全港」條文所界定的前瞻

聲明。該等前瞻聲明與包括及不限於本公司的目的、目標、策略、意向、計劃、信念、期望及估計有關，而且

一般而言，可憑句中的前瞻字眼如「可」、「將」、「可能」、「應」、「該」、「懷疑」、「展望」、「預期」、「有意」、

「估計」、「預計」、「相信」、「計劃」、「預測」、「目的」及「持續」（或有關反義詞），以及具有類似含意的字眼及

詞句加以判別。雖然本公司相信該等前瞻聲明所預期者實屬合理，惟聲明亦涉及風險與不可預料事項，故不應

被過度依賴。由於該等前瞻聲明涉及若干重大因素或假設，因此實際業績可能與前瞻聲明所明示與暗示者大相

逕庭。此外，該等前瞻聲明涉及的重大因素或假設及可能令實際業績大為不同於公司預期之重大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業務競爭及併購、法規之變動、市場與經濟環境之一般因素、匯率及本公司之資金流動性、從交易對手

獲取的資訊的準確性及交易對手履行責任之能力、本公司採用之會計準則及精算方法之準確性、本公司維持聲

譽之能力、法律或規管之程序、對本公司重要部份或公共基建系統之破壞或改變、吸引及挽留主要行政人員之

能力、環境因素、本公司完成收購及實行策略性計劃之能力，以及本公司產品和服務對市場轉變之適應能力。

此外，該等前瞻聲明涉及的重大因素或假設及可能令實際業績大為不同於公司預期之重大因素已載於本公布的

內文、本公司最近的年度資料表格「風險因素」一節、本公司最近的年報內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中「風險管理」及「重

要會計及精算政策」兩節，以及本公司於加拿大及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存檔的檔案內。本公司並不承諾更新任何

前瞻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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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一覽

（以百萬加元為單位，另有註明者及按每股計算的資料除外；未經審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三個月
2006 2005 變動百分比

收入淨額 $ 1,108 $ 900 23
　歸於分紅保單持有人
　　之收入（虧損）淨額 8 (8) －

歸於股東的收入淨額 $ 1,100 $ 908 21
　優先股股息 (8) (5) －

可歸於普通股股東的收入淨額 $ 1,092 $ 903 21

保費及存款：
　人壽及醫療保險保費 $ 3,996 $ 3,748 7
　年金及退休金保費 1,084 1,065 2
　獨立基金存款 7,879 8,844 (11)
　互惠基金存款 2,063 1,603 29
　ASO保費對照額 547 562 (3)
　其他基金存款 250 362 (31)

保費及存款總額 $ 15,819 $ 16,184 (2)

管理資產：
　一般基金 $ 171,164 $ 166,414 3
　獨立基金 172,048 139,695 23
　互惠基金 40,601 34,564 17
　其他基金 30,204 30,781 (2)

管理資產總額 $ 414,017 $ 371,454 11

資本來源：
　長期債務* $ 3,062 $ 2,457 25
　優先股及資本工具負債 2,572 1,922 34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202 187 8

　權益
　　分紅保單持有人權益 142 157 (10)
　　股東權益
　　　優先股 638 344 85
　　　普通股 14,248 14,490 (2)
　　　供款盈餘 125 93 34
　　　保留盈利及貨幣換算帳戶 10,503 8,703 21

資本總額 $ 31,492 $ 28,353 11

*　包括五億五千萬加元的營運借貸

重要業績指標：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 $ 0.71 $ 0.57
　經攤薄的每股普通股盈利 $ 0.70 $ 0.56
　普通股股東資金回報（年度化） 18.0% 15.5%
　每股普通股帳面值 $ 16.08 $ 14.70
　發行在外普通股數目（以百萬計）
　　　　期終 1,547 1,584
　　　　加權平均數－基本 1,545 1,584
　　　　加權平均數－經攤薄 1,561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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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報表摘要

綜合營業報表
（以百萬加元為單位，按每股計算的資料除外；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2006 2005

收入
保費收入 $ 5,080 $ 4,813
投資收入淨額 2,863 2,512
其他收入 1,247 1,070

收入總額 $ 9,190 $ 8,395

保單賠償及支出
支付予保單持有人及受益人
　死亡、傷殘及其他賠償 $ 1,475 $ 1,539
　期滿及退保利益 2,597 2,191
　年金付款 897 802
　保單持有人紅利及經驗費率法退款 402 422
　轉撥至獨立基金的淨額 113 150
　精算負債的變動1 (126) (257)
一般支出 889 913
投資支出 252 222
佣金 929 971
利息支出 263 200
保費稅 70 53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11) (13)

保單賠償及支出總額 $ 7,750 $ 7,193

繳付所得稅前收入 $ 1,440 $ 1,202
所得稅 (332) (302)

收入淨額 $ 1,108 $ 900
　歸於分紅保單持有人的收入（虧損）淨額 8 (8)

歸於股東的收入淨額 $ 1,100 $ 908
　優先股股息 (8) (5)

可歸於普通股股東的收入淨額 $ 1,092 $ 903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 $ 0.71 $ 0.57
經攤薄的每股普通股盈利 $ 0.70 $ 0.56

1 已計入二零零六年第四季十三億加元及二零零五年第四季十三億加元的囱康固定收益機構產品業務的贖

回淨額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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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百萬加元為單位；未經審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2006 2005

投資資產
債券 $ 103,159 $ 103,315
按揭 28,131 28,008
股票 11,272 8,715
物業 5,905 5,279
保單貸款 6,413 6,120
現金及短期投資 10,745 8,723
銀行貸款 2,009 1,806
其他投資 3,530 4,448

投資資產總額 $ 171,164 $ 166,414

其他資產
應計投資收入 $ 1,557 $ 1,639
未付保費 669 735
商譽 7,461 7,501
無形資產 1,708 1,742
雜項 3,610 4,620

其他資產總額 $ 15,005 $ 16,237

資產總額 $ 186,169 $ 182,651

獨立基金資產淨額 $ 172,937 $ 140,361

負債及權益

保單負債 $ 130,819 $ 132,049
遞延已變現淨收益 4,442 4,295
銀行存款 7,845 5,911
消費者票據 2,860 2,900
未來所得稅負債 2,258 1,337
其他負債 6,453 7,806

$ 154,677 $ 154,298

長期債務 3,062 2,457
優先股及資本工具負債 2,572 1,922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202 187

權益
　分紅保單持有人權益 142 157
　股東權益
　　優先股 638 344
　　普通股 14,248 14,490
　　供款盈餘 125 93
　　保留盈利及貨幣換算帳戶 10,503 8,703

　權益總額 $ 25,656 $ 23,787

負債及權益總額 $ 186,169 $ 182,651

獨立基金負債淨值 $ 172,937 $ 140,361

# 該等數字乃摘自宏利金融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於本公
布日期，該等報表的審核工作已大致完成。預期核數師報告概無保留意見。

如欲索取全部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敬請瀏覽宏利金融網頁，網址為www.manulife.com。
本公布為中文譯本，只供參考用途，若與英文版本有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