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澳門專版 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註釋
1.資料源自：Interbrand官方網站：
www.interbrand.com, 2010年。

2.全球人口數據以美國人口調查局截至2011
年6月30日之全球人口數目計算;香港人口
數據以香港政府統計處截至2010年12月31
日之數據計算;AXA安盛客戶數據截至2011
年5月31日。

3.資料截至2011年11月30日。
4.計劃須受相關保單合約的條款、細則及不保
事項所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保單文件。

5.計劃須受相關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
閱有關宣傳單張。

6.資料截至2010年12月31日。
7.標準普爾評級截至2011年12月9日；穆迪
評級截至2011年12月23日；惠譽國際評
級截至2011年11月3日。

百年品牌 歷久不衰
回顧AXA集團歷史可追溯至19世紀初起源於法國。而AXA安盛自

1986年起正式紥根香港，多年來為客戶提供全面的保險、投資及退休規
劃理財方案。現時全球每100個人就有1人是AXA安盛的客戶，而香港
每7人就有1人是AXA安盛的客戶 2。能成為歷久不衰、深受市民信賴的
品牌企業，不是單憑簡單幾句理念和口號，而是公司多年來承諾客戶的
誠信與希望。近年，AXA安盛除了致力開拓嶄新的產品與服務，為市民
提供最完善的保障和理財服務，在行業發展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鞏固
行業地位，引領業界新標準，成為保險、投資及退休方面的世界翹楚。

1990年1月，AXA安盛正式踏入澳門市場，以多年的成功經驗和至
誠至信的服務精神，陪伴澳門市民走過了21個寒暑，見證了澳門從一個
小漁村走向國際的輝煌成就。隨着澳門回歸後經濟發展如日中天，市民
對保險和理財意識不斷加強，澳門成為AXA安盛發展業務的另一重要基
地，也提供了無限的發展空間和商機。

AXA安盛憑着過百載保險經驗，面對轉變，掌握機會，與澳門同步
成長。目前已超過 51,000 名澳門市民 3將保障、退休及投資的重任交托
AXA安盛，奠定了其在澳門保險業的領先地位。而近兩年，AXA安盛在
澳門的業績更超越高峰，創下多個新紀錄，成為澳門業界之冠。

業務闖高峰 實力堪信賴
2010年AXA安盛在澳門的營業額突破7,500萬港元，2010年12月份

單月平均生產力較09年升幅65%至54,600港元，且同年第四季平均生產
力較2009年同期上升64%至45,500港元，2011年3月份的營業額更打破
了該公司在澳門成立 21 年以來最高的生意額紀錄，業績逾 1,200 萬港
元。而2011年第一季同比亦獲得38%的升幅。AXA安盛的成功，正是企
業的努力成果，也體現了廣大市民對品牌的充分肯定和信任。

奠定 「安定、安樂、繁盛、豐盛」 的人生目標
「AXA安盛」的前身為 「國衞」，經過了品牌重組，於今年7月正

式將AXA集團的中文品牌統一。這個全新的中文品牌，標誌着AXA集
團的輝煌里程邁向更高的層次。AXA安盛行政總裁夏偉信表示，AXA集
團於2011年4月成功全面購回其亞洲業務，當中亦包括港澳的業務。為
了統一集團旗下港澳業務的中文品牌，因此推出全新的中文品牌 「AXA
安盛」。 「安盛」背後蘊藏深厚意義，寄予着人們對安定、安樂、繁
盛、豐盛的人生追求目標。

革新的名字，不變的承諾，安盛既延續了AXA集團優良傳統，是可
倚靠信賴的終身理財夥伴，實踐了 「時刻關注（Available）、堅定可靠
（Reliable）、及細心體貼（Attentive）」的企業核心價值，以加強新品
牌定位，也繼續堅持以引領行業標準為己任，樹立行業風範。夏偉信
稱，集團於環球金融業佔有領先地位及擁有雄厚財資實力，對業務發展
和服務實施提供強大的後盾，讓公司能夠無後顧之憂地為客戶在不同的
人生階段提供適切的財富保障及管理方案，策劃更美好的將來。另一方
面，作為客戶首選的保險企業，AXA安盛積極拓展業務，迎合客戶隨時
代轉變的服務需要，同時積極投放大量資源培訓人才，提升員工及理財
顧問專業水平。

因應市場環境變化 研發更多嶄新產品
AXA 安盛首席營銷總監馮偉昌指出，公司在過去一年成績令人鼓

舞，其中受惠於公司所推出的兩項具競爭力、迎合市場的新產品，使業
績得到大幅上升，包括 「康逸嚴重疾病保障」及 「康逸嚴重疾病多重保
障附加契約」4，其自2010年2月下旬推出至今，已獲超過40,000名客戶
投保。另一受歡迎的是結合儲蓄保障的投資產品── 「雋銘投資保險計
劃」4，為客戶提供理想的長線理財計劃。

雖然現今時代醫學昌明，不少癌症病患者經過治療能延長生命，但
難以排除病情復發的機會，同時受到環境、生活習慣影響，部分人甚至
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患上多於一種癌症，這為病人帶來極大的負擔，
尤其治療期間生活、經濟和精神的負擔。市面上關於嚴重疾病的保險計
劃雖種類繁多，而在眾多的嚴重疾病保險產品當中，如何選擇最合適、

全面的產品就是關鍵所在。
馮偉昌表示，隨着人口老化，對醫療保險的需求大增，該公司因應

社會發展，推出 「康逸」系列嚴重疾病保障產品（以下簡稱 「康逸」)，
該產品與市面上最大不同之處，除了在嚴重疾病方面有較全面的保障
外，更加入了領先市場的新元素。他指出過往即使病人有購買相關保
險，也只能獲得1次理賠。 「康逸」正是為回應客戶需要，可為他們提
供高達5次的嚴重疾病保障賠償 4。

馮偉昌又表示， 「康逸」的成功證明客戶對嚴重疾病產品的高度認
受性及龐大需求。與此同時，隨着大眾對嚴重疾病的認知日漸提高，對
相關保險產品的要求亦不斷提升。而市面上現有的嚴重疾病產品大多側
重疾病後期的保障，往往不包括早期發現的嚴重疾病，對於一些及早發
現患病及接受治療的人士提供不到適時的幫助。有見及此，AXA安盛於
2011加推 「康逸早期嚴重疾病保障附加契約」，加強了產品全面性、獨
特性，更再一次引領業界的新標準。

多一份保障 多一份關心
隨着時代變遷，過去投保人壽保險對市民來說可能未必足夠，因

此，AXA安盛早前率先推出了AXA 「10萬分關心計劃」5，於指定期限
內，市民成功投保AXA安盛指定個人人壽保險計劃，兼且首年年繳保費
5,000元或以上，即有機會獲得一份首年保費全免的10萬元10年期定期
壽險。於上述推廣期內已參與AXA安盛任何指定保險計劃的現有合資格
客戶亦可享此優惠。是次計劃可補充因通脹造成的保額不足，為市民提
供更充足的保障，且可享首年年費全免。

舉辦 2011年度傑
出員工頒獎禮，全體獲
獎員工與頒獎嘉賓合照 ▲AXA安盛針對市場形勢定期舉辦講座分析投資環境▲

HEAD OF DIRECT AGENCY葉志堃先生與員工參與澳門公益金百萬行

 2011年榮獲《資本雜誌》─ 「資本卓
越保險服務大獎─人壽保險」、獲《東週
刊》頒發 「傑出企業策略大獎」、獲《都市
盛世》雜誌主辦之第五屆 「都市盛世優秀社
責大獎」─ 「優秀社責企業」殊榮。
 2011及2012年榮獲《新城財經台》 「香
港企業領袖品牌選舉」之 「卓越人壽保險服
務品牌」殊榮。
 2010 年 榮 獲 亞 太 顧 客 服 務 協 會─
「2009年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多項殊

榮。
 2009年，榮獲《資本雜誌》─ 「資本
傑出行政品牌2009─資本傑出保險及財富
管理企業」殊榮。
 2008年，榮獲《資本壹周》─ 「優質
企業巡禮2008─優質保險公司」殊榮。
 2006 年至 2009 年 AXA 專業培訓學院獲
香港工業總會優質標誌局認證授予 「Q嘜準
用證」。
 2006 年 及 2007 年 獲 Mediazone 選 為
「Hong Kong's Most Valuable Companies

2006」之一。
 2006 年 榮 獲 《Asian-Investor》 頒 授
「2006最佳強積金集成信託計畫年度獎項」

殊榮。
 2005年獲《Hong Kong Business》頒授財
富管理界別中的 「High Flyers Achievement
Award」。
 2005 年榮獲由香港超級品牌協會頒發
「2005/2006年度香港超級品牌」榮譽。
 2004年榮獲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頒發的
「最佳管理培訓獎」銅獎。
 2000-2002 年期間，連續三年榮獲《資
本雜誌》主辦的 「傑出科技及金融企業成就
獎」之香港 「最佳保險商」。
 2002-2010 年期間，榮獲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頒授 「商界展關懷」榮譽標誌。
 1998年 「智倩」女性保障計畫榮獲 「全
年最佳創意產品」大獎。
 1997年度亞洲保險業大獎中，AXA成為
首間榮獲 「全年最佳人壽保險公司」殊榮的
保險公司。

AXA安盛
首席營銷總監

馮偉昌

AXA集團為全球最大的保險集團，竭誠為全球61
個國家超過9,500萬客戶提供服務 6，專注財富保障及
財富管理業務。旗下員工達 214,000 人 6。於 2010 年
AXA集團獲三大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評級，彰
顯雄厚財資實力：標準普爾評級（AA-）；穆迪評級
（Aa3）；惠譽國際評級（AA-）7。儘管2011年金融
市場依然存在挑戰，AXA集團仍能專注於核心業務，
創造出優秀業績，錄得基本收益達 403 億港元。雖然

集團總收益下跌 1%至 9,447 億港元，但下跌收窄。而
AXA 集團於亞洲地區的表現尤其出色，截至 2010 年
12月31日，AXA在香港的營運收益較09年上升4%至
21.2 億港元，新造業務價值上升 26%至 29.2 億港元，
新生意價值上升 15%至 13.1 億港元，管理資產上升
13%至913億港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其管理的
資產總值為114,641億港元。

AXA香港於2008年榮獲《資本壹周》─ 「優質
企業巡禮2008─優質保險公司」殊榮，2009於《資
本雜誌》主辦的 「資本傑出行政品牌2009」中，榮獲
「傑出保險及財富管理企業」殊榮。

作為負責任企業，AXA 備受社會肯定，連續 9 年

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授 「商界展關懷」標誌。自
2010年連續兩年榮獲香港公益金頒授 「百萬行最高籌
款隊伍─挑戰盃」、 「港島、九龍區百萬行最高籌
款隊伍獎冠軍」及 「公益榮譽獎」3項殊榮。

AXA安盛 
全球No.1
保險品牌

AXA安盛 引領新標準 抗通脹實現理財大計
通脹劇烈，銀紙貶值，銀行存款利息幾乎為零。因此，為了對抗通

脹，唯有令財富增值，而要增值就要投資，但投資涉及風險，短線炒賣
風險甚高。在現階段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景下，就必須選擇穩健的投資
工具。

近年全球經濟經歷多次波幅，每當發生經濟危機，很多人都會問同
一個問題，是進還是退？馮偉昌則認為，經濟周期時好時壞，無論如
何，市民都應該有一份長期的理財計劃，而 「平均成本法」就是在不穩
定的市況下最好的防守工具，且有較穩定的回報。因應市場不穩定因
素，市民投資習慣轉攻為守，AXA安盛於2010年推出了 「雋銘投資保險
計劃」4，該投資產品正切合了市民需要，為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投資平台
和機會。該計劃提供全球60種基金選擇，基金覆蓋面廣，投資者可因應
需要自由選擇不同的基金成為投資組合，並以月供形式由每月供款數百
元到數千元。產品自推出以來反應相當熱烈，所得營業額超出預期。

面對危機 安穩發展
回顧過去 10 年，AXA 安盛與其他金融機構、同業一樣，也經歷了

2003年的沙士、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及近年的歐債危機。不過，經濟
危機對於保險業的影響其實相對有限，在經濟環境最差的時期，保險業
還處於增長時期，除因為該行業有嚴格的監管制度外，亦因為保險業更
着重於長線投資，有效應對短期市場波動的影響。在危機之下，人們也
更意識到保險的重要性和穩健性，事實證明對保險業發展帶來機遇。正
如，過往發生過的危機對AXA安盛而言反而帶來更多挑戰和機會，只因
為AXA安盛向來以 「穩健」為基礎，以 「進取」為先機，以 「成為首選
企業」為目標。

馮偉昌表示，保險理財是一種長遠需求，與其着眼於時好時壞的市
場短期現象，倒不如按兵不動，理性等候長遠的豐碩回報。他亦欣慰，
在許多的經濟危機當中，AXA安盛有幸未見重大的負面影響，一直處於
穩健增長的階段，每年增長達雙位數，實在有賴旗下員工的努力以及客
戶的支持。值得高興的是，公司員工積極、熱誠的工作態度，讓這個團
隊成為了行業之中平均生產力最高的團隊，高於行業市場平均值。

澳門市場具龐大發展潛力
地方雖小，但前景無限的澳門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本地生產總值持

續飆升，居民收入理想，對理財產品及保障的需求必然越來越大。AXA
安盛紮根澳門21年，一直以來十分重視澳門市場的業務發展，無論硬體
設施、人力資源方面，每年投放在澳門的資源也不斷增大。馮偉昌指
出，目前澳門的保險滲透率仍然處於低於4點子，即10個澳門人當中只
有4個或以下已購買保險，不過，亦不能夠單看滲透率來評估市場，應
作更深入的了解，由探討 「是否需要」的問題進階為 「是否足夠」，重
「質」不重 「量」，目標是為市民度身訂做一個最適合、全面、足夠的

保障計劃。他認為澳門事實上仍有許多發展空間，公司會貼緊市場、密
切關注市民的需要，定期作市場調查，了解市場動向，迎合市場需要設
計新的產品計劃。

積極服務社群 回饋社會
作為一間對社會有承擔的保險公司，AXA 安盛明白，除了業務發

展、團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回饋社會」的企

業精神。因此，AXA安盛一直以來朝雙線發展，一方面為客戶提供專業
的財富保障及管理服務，維持業務穩健發展；另一方面履行社會責任，
積極地關懷和回饋社會。基於這個理念，AXA安盛每年帶領員工積極參
與慈善公益活動，熱心幫助社會各界有需要人士。

而AXA安盛紮根澳門多年，憑藉其實力雄厚的背景、從業員對工作
的熱誠和專業的態度，廣為澳門人認識和接受。秉承企業 「時刻關注、
堅定可靠、細心體貼」的核心價值和優良企業文化，AXA安盛在帶動公
司內部的互助精神的同時，也鼓勵員工能把愛心帶到公司以外的地方。
因此，為培養員工有一個為社會服務的責任心，AXA 安盛每年均舉辦
「愛心行動」慈善活動，藉着與各大社團舉行慈善活動的同時，鼓勵員

工自行組織義工團隊參與慈善工作，發揮保險從業員為善最樂的精神。
此外，該公司亦積極參與港澳舉辦的公益金百萬行、捐血活動，以及扶
貧賑災等，因此連續9年獲頒 「商界展關懷」榮譽標誌，成為行業的良
好模範。

此外，公司每年舉辦多次專題講座，邀請著名財經專家、投資達
人，以及基金公司主管等，因應當時的環境，提出適切的議題，向市民
或投資者講解市場動向，剖析經濟走勢，讓市民能夠更好地作出投資部
署。

培訓員工 以人為本
專業人才是保險服務業最重要的資產，AXA 安盛亦深信 「以人為

本」的理念，多年來專誠為旗下員工和理財顧問提供一個理想的工作環
境，協助他們發展前途優厚的事業。不單止為一群有志之士提供就業機
會，同時亦鼓勵他們積極進修，並為他們引進國際認可的保險專業課
程。而AXA安盛（澳門）亦先後經歷四次搬遷和擴充，除了因為公司規
模不斷拓展，更重要是為員工營造一個愉快、舒適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讓他們盡展所長，茁壯成長。

2007 至 2008 年 AXA 安盛澳門分行積極參與澳門高等校際學院（現
改名為澳門聖若瑟大學）舉辦之國際財務顧問師（RFC）課程，並有19
位理財顧問完成課程並成為國際財務顧問師。2008至2010年更與香港人
壽保險協會合作，成為第一間引進美國壽險院士課程（LUTC）的保險
公司，並有 18 位理財顧問於 2010 年成為美國壽險院士。2010 年為了繼
續培育專業理財團隊，AXA 安盛（澳門）更首創 「大學生專業實習計
劃」（AXA Internship），讓有志投身保險理財業的大學生多一個全面
發展的機會。展望未來，AXA安盛將繼續增加招募支援、產品開發及市
場推廣各方面工作，為前線人員的業務拓展提供更強大的後盾，讓他們
能夠更好地為市民服務。

「AXA安盛」 為AXA集團

成員，AXA集團的總部設於法

國，憑着其百年品牌、雄厚實

力、專業團隊，以及穩中求勝

的企業方針，穩踞全球規模最

大、實力最強的保險公司之

一。作為全球NO.1的保險品牌

公司1，AXA安盛從不忘記 「時

刻關注、堅定可靠及細心體

貼」 的企業核心價值，一直為

業界引領新標準。此外，AXA

安盛已服務澳門廿一載，為澳

門經濟繁榮、市民安居樂業開

創了無數有利的條件。

記者：歐展翅、丁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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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無數 成就超卓

AXA集團 實力雄厚

AXA集團 穩佔市場領導地位

▲HEAD OF DIRECT AGENCY葉志堃先生與澳門區最佳顧問大獎得獎者合照

▲AXA安盛澳門的強大專業團隊

▲HEAD OF DIRECT AGENCY葉志堃先生與澳門區最佳經理大獎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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