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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很容易

忘记，其实客户最看重的事情始终

未变，即：

家庭，机会，简单，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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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户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从未改变。如何满足

客户的需求，正在改变和驾驭着他们与我们的未

来。

创新解决方案，能帮客户应对当下和明天，进而推

动并鼓励他们更好地掌控财务未来，继而也让我们

触及全球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市场中数百万新客

户。

我们在最重要的事上全情投入，这样才能就客户和

股东最看重的问题交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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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信安来说是很好的一年。

我们的业绩创新纪录，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达23亿美元，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

收益达15亿美元。

强劲的资产增值和充足的净现金流，推动我们的管理

资产规模增长了770亿美元，同比增加 13%，截至年

底达到创纪录的6690亿美元。

我们对投资业绩依然感到满意，近五年来，我们80%
以上的投资选择1的业绩都处在晨星前两个四分位，

其中，一半以上处在最高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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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安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保险专户以及集合投资信托。基于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业绩。



我们不断对各项业务进行有意义的投资，以扩展并改

进客户解决方案系列，拓宽分销网络，改善客户体

验，着眼于信安未来的增长和成功。

2017年，我们还投入1.8亿美元用于收购2，并通过

普通股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了7.3亿余美元。

这体现了信安强大的资本创造能力以及均衡的资本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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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括提高之前投资的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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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们

帮助人们渡过生命

中一些极具挑战的

时期。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致函

致我们的股东

2017年是信安运营的第138年。在这一年中，信安不仅实现了强劲增长，还取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

进展: 我们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进一步提供公司产品教育和工具以便减少

客户的操作不便；进一步宣传投资多元化、规范储蓄和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广保障全世界

人民高质量退休生活的养老金制度。总之，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一家公司基业长青，自然能胜过千言万语。但我们发现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四家公司——苹果公司、

字母表（Alphabet）、微软和亚马逊的历史加起来也不过只有125年。1这些后起之秀通过创造卓

越的客户价值从而创造了非凡的股东价值。他们已经向世界证明了愿景和创新的重要性，证明了向

前看、不受以往成功模式的束缚、致力于有益于客户的创新的重要性。

如今，信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通过投资前沿科技来重新定义它的未来。毋庸置疑的是，我

们也在坚持对能提高效率的领域进行投资，来增强公司的成本竞争力。我们重点加快了对具有以下

作用的科技的投资：支持我们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让我们更容易接近客户；在保护客户资料和

隐私的前提下整体改善客户体验。最终，这些科技投资不仅使我们引领了全球更多的人民走上有财

务保障的正确道路，也让我们为股东创造了长期价值。

成为那样的公司

原有的和新出现的竞争对手每天都在努力为客户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行业不断受到冲击。很明

显，公司仅仅保持长青是不够的。客户驱动的创新才是持续成功的关键。这意味着信安每天都要持

续进步。

我们必须持续成为那样的公司——引领行业，创造更优：更好的指导、更好的解决方案、更好的体

验、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财务目标。以下是我们2017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它使我们在

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与众不同。

新的解决方案

客户需求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急剧变化，其中包括人生阶段、风险容忍度和理财知识。我们从产

品生产商转变为解决方案提供商，体现了我们认识到满足更大范围的客户需求，并能预测需求往哪

个方向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为客户做更多并且让他们更多地得益于我们的公司。我们以个人、

退休人士和机构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在2017年继续在以下三个关键领域扩大并完善了我们的投

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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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 结果导向型基金，特别关注于收入解决方案

• 另类投资，为了加强多元化和帮助管理下行风险 
• 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和集合投资信托（CITs），注重为纯粹被动管理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

替代选择  

2017年，我们在东南亚、中国和拉丁美洲合计推出了超过50只新基金，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对

于多资产和产生收入的解决方案的需求。我们的美国平台上推出了超过12个新的投资选择，其中包

括7只ETF基金。这让我们年底在市场中的ETF策略达12个。我们的ETF业务在2017年接连跨越10
亿美元和20亿美元里程碑，并在年底进入前30名。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投资业绩持续保持优异。去年全年，我们在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印度、欧

洲、马来西亚、墨西哥和美国从彭博、晨星、汤森路透理柏等机构获得数十项最佳基金奖。年底刚

过，信安千禧世代ETF就被《投资新闻》评为表现最佳的国际ETF，并且以全年41%的涨幅名列全

球大盘股ETF第一名。

更多 更容易 更好

全世界有太多人面临储蓄不足、保险不足并且顾问不足的现状。在解决方案中我们必须注重给这类

人提供教育、指导和建议。我们必须关注未来几代人如何购买金融服务。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容易储

蓄和保护他们的资产。我们必须继续帮助财务顾问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客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

为那些设法自行解决财务问题的个人和企业主提供帮助。过去一年中，我们通过许多重要途径进一

步推动了这些成果。

加速承保（AU）：我们优化了寿险业务的承保流程。除了对合格投保人取消了像化验和体检这类

令人烦扰、耗时的步骤以外，我们进一步的自动化核保提供了可以立即审批申请的便利。对比传统

的核保可能花费数个星期，现在某些申请可以在几分钟内获批，这对客户和顾问来说都是一个真正

的突破。

数字化销售和咨询：我们在巴西推出了一个全数字化养老金产品平台（经监管批准后，这个平台将

归属信安与巴西银行的合资企业），但这只是信安更广泛的引入数字化平台的开始，这些平台能

够：

• 支持顾问寻找资产配置模型，构建投资组合

• 通过制定易懂的、可负担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解决方案为个人提供支持，以满足保障、退休和

其他长期储蓄的需求。

提高退休准备水平：2017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账户汇总工具。这个工具帮助退休计划参与者

更全面地认识其财务状况，更准确地估计退休后将获得的收入。我们还推出了首开先河的模拟退休

规划程序。通过利用实时数据，退休计划发起人和顾问可以评估计划的健康状况，了解计划的设计

特征如何影响参加者的退休准备，以及预估与计划设计变更相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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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移动：公司预测到2020年将有60亿部智能手机被人们使用2，因此移动特征对于带来更好的客

户体验显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2017年，我们推出了包括文本告警在内的诸多移动功能以便退休

计划参加者可以收到关于贷款或分配申请状态的自动更新。2018年策划的移动新功能包括投资转

移、缴费变更、提款以及新的合格参与人加入计划的程序等。

多渠道、多产品分销：2017年，我们通过上线第三方平台、样板投资组合和推荐清单，使得投资

产品更易接近投资者。我们总计获得了72次平台上线销售，为超过24个不同的分销平台增加了超

过40项不同的投资选择，横跨各个资产类别。截至年末，我们的前十大公司在每个平台平均有超过

5.5个产品。另外，我们在本年度还增加了数个重要分销伙伴，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阿里巴巴。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人们渡过他们生命中一些最具挑战的时期。我们帮助人们取得了仅靠他们

自身很难成就的财务进步。2017年，我们向近50,000名伤残劳动者提供月收入（合计超过4亿美

元）,并向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超过200,000名退休人士提供月收入（合计超过12亿美元）。我

们在近13,000宗理赔中支付了超过10亿美元的死亡给付。我们通过雇主发起的退休计划和零售共

同基金，帮助全世界超过1500万人为退休和其他长期需求进行储蓄。过去的一年里，这些个人的

资产增值约600亿美元。

尽管竞争和经营环境的挑战仍然存在，但是我们拥有的强劲实力、优异的基本面和广泛多元化优势

可保证我们更好地前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 在全球资产管理领域、在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退休和长期储蓄市场，以及在美国保险业务方面

进行竞争 
• 充分利用与繁荣的美国中小企业市场、新兴中产阶级人口、人口老龄化和更长的预期寿命相关的

不断增长的需求

• 2018年持续增强的势头，并将其转化为长期股东价值

我代表信安衷心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将为了您以及我们的每一位股东而继续努力成为一

个更加强大的公司，

侯智彤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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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2020年，智能手机市场价值3550亿美元，60亿部设备在使用中： Report, CNBC.com，2017年1月17日。



管理层继续

采取适当举措，

进一步增强

竞争优势。



董事会致函

致股东

为了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创造长期股东价值，管理层必须不断应对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作为董事会，我

们会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致力于代表你们的利益并且监督管理团队制定的策略和接班事宜。我很荣幸能

够代表董事会提供我们关注的关键领域的最新情况，并分享对公司业绩的一些看法。

战略监督：董事会不仅会评价公司的战略，还会分享观点、提供建议并监督和评估管理团队对我们所选择

策略的执行情况。每个季度以及在我们与管理团队进行的年度战略静思会上，我们会对如何实现公司长期

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主题讨论和辩论。在2017年的静思会上，我们聚焦于全球增长以及资本规划。这涉

及到深入观察客户预期的变化、人口结构转变、全球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增长、科技（包括信安的数字化变

革）以及行业监管所带来的主要挑战、机遇和风险。管理团队继续发展和完善公司的战略，投资于增长，

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进一步强化其竞争地位。

风险监督：我们有一套协调的、全面的方法来监督公司的企业风险管理。董事会定期评估战略威胁、机遇

和主要风险，包括金融风险、产品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监管风险和声誉风险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风

险。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充分参与风险管理，并且已经让风险管理成为公司战略、经营和文化的一个基本方

面。 

人才和接班计划：我们在人才和接班方面责任适用于董事会和公司领导层。2017年2月，作为接班计划的

一部分，Deanna Strable从美国保险解决方案部门总裁的岗位上调任首席财务官，接替Terry Lillis。Amy 
Friedrich在2017年5月接替Deanna担任美国保险解决方案部门的总裁，她在此之前曾担任高级副总裁和特

殊福利保险业务主管。

2017年10月，惠灵顿管理公司前合伙人Diane Nordin加入信安董事会。她带来了超过30年的投资管理经验，

在产品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战略规划以及运营方面拥有专长。我们致力于为董事会定期增加新鲜血液，

努力在引进新观点与继承公司传统之间保持平衡。我们的董事会目前包括十一名独立董事，他们有广泛的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多样的观点，能够帮助公司推进和执行其战略。董事会在所有方面都重视多元化，

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和经验。我们的十一名独立董事中，有五名是女性。

公司业绩：董事会一直致力于保证业绩的可持续性。我们也对2017年的业绩感到满意，而对于长期增长则

感到更加满意。自2012年以来，公司的管理资产增加超过2650亿美元，即增加了66%，在过去五年里，每

股收益复合年增长率达到了13%。同样，通过战略投资，公司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不断取得重要跨越。

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很感谢担任你们的首席董事的机会。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想法或意见，请

在principal.com/contactliz联系我。

 
Elizabeth Tallett
信安金融集团首席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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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做

的一切事情

中倾听客户

的声音。

客户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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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客户而生。因此我们工作不仅出于学术兴趣，更是为了倾听和理解客户的需

求、挑战和动机。雇主、顾问、计划参加者和零售客户的现实生活信息在公司经营的

各个环节引导我们的工作。

我们通过合作机构委托的第三方研究机构广泛收集客户的信息、趋势和想法。这些数

据具有指导价值，但让我们更靠近客户的，是我们内部研究团队的工作。

通过可自愿加入的客户社区，我们能够从近1300名使用信安产品和服务的个人用户

那里，快速收集各类主题的重要信息。我们定期开展在线调查、聊天和电话访问，对

客户群进行细分和调研，并基于这些信息审视从产品设计、教育到营销方式的所有工

作。我们倾听、理解，与客户并肩前行。

这个客户社区的成功运营，很快将促成一个雇主社区的形成。雇主社区能让我们对合

作企业和计划发起人有更快速更深入的了解。

年轻客户目前还处于退休旅程的早期阶段，但他们的习惯和兴趣已经在影响我们的行

业。2017年，我们研究了1500多名正在高水平储蓄的千禧世代和X世代的计划参加

者，意在寻找可借鉴的动机，用以吸引其他年轻人加入到为退休而储蓄的行列中来，

并能坚持储蓄下去。结果表明，对年轻人储蓄习惯有巨大影响的，一方面仍是父母，

一方面则是对退休后拥有足以惬意生活的收入的期望。年轻的储蓄者愿意做出牺牲，

也愿意帮助他人，他们10个人中有6个人愿意教家人和朋友如何成为更好的储蓄者。

科技的运用和丰富的数据正在重塑行业，但通过深挖数据，揭示出客户真正的需求和

偏好，才是驱动我们和客户未来的力量。



在人们需要

我们的时候

陪伴他们，

这只是

最基本的。 

全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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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关系很容易，但如何使这种关系产生效果而成为真正的关系，取决于你如何

做。因此，我们寻求理解客户，并从客户那里获得启发，从而能重新思考如何设计出

他们期望的体验和解决方案，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能通过我们和他们的交流，帮助他

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我们的客户洞察和创新团队在全球分支机构开展工作，重新定义商业挑战和机遇，将

客户置于中心。在以人为本的设计专家指导下，我们通过一系列聚焦谈话，优化了流

程，并创建出全新的、常常是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方案中包括当前、短期和长期的

执行计划，对客户和信安业务都有所帮助。

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为401（k）计划中的西班牙裔参加者开发了新策略。西班牙裔在美

国少数族裔人口中占比最高、增长最快，但积极参加任何形式退休储蓄的人数却少的

不成比例。以人为本设计的访谈表明，问题不在于缺乏财务规范，而在于更深层的文

化问题，即以家人互相扶持为核心的观念。简单地将英语资料重新包装成西班牙语资

料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采用以人为本的设计，重塑了注册和参与体验，尤其能够引起西班牙裔劳动者

的共鸣。我们围绕他们的需求、家庭和未来，建立了适应文化习惯的做法和解决方

案——包括互动数字体验、母语教育和注册工具以及二元文化服务专家。在计划参与

和储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显著增长。

该团队还开展项目以加强和重塑与美国和全世界的顾问、计划发起人、零售客户和联

盟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信安全球业务部门的雇员拓展性实习以及大学合作伙伴关

系，我们在企业内播下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种子。



引发兴趣，

给与启示，

可以创造

奇迹和好势头

直观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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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关退休准备的悲哀事实：多数人没有走上为退休做准备的正轨——大部分人在

拖延；有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有的人参与了退休准备，但储蓄的太少，也不了解公

司配套缴费的价值，而不少人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退休。

但是我们正在证明，小小的助推和简化的选择可以带来巨大动力——特别是把它们和

计划设计最佳实践、直观的技术以及计划发起人密切的合作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首开先河的退休建模规划程序，能够实时评估计划设计的选择。该程序帮助计划

发起人做的决策，能够带来更好的参与结果。例如，我们知道自动注册很重要。同

样，递延比率从6%开始，随着时间推移提高到10%也很重要。令人意外的是，多数雇

员都同意这种方式。就这样，为退休做准备的旅程开始了。无论何时，只要参加者想

加入，互动式的“我的虚拟教练”都可以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提供帮助，而我们

的专家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提供丰富的知识、深入的理解和支持。

那么这些工具和最佳实践在现实中如何发挥作用呢？Movement Mortgage公司在短短

10年中已经从4名雇员发展到4,000名雇员。该公司充分参与指导他们的雇员（主要是Y
世代和千禧世代）实现长期财务保障。2017年，他们与信安合作，帮助雇员把计划提

升了一个层次。他们开展了一项竞赛，让雇员在principal.com完成退休测评并参与“

我的虚拟教练”人机对话。近三分之一的参加者在看了他们的“退休健康得分”和“退

休规划”之后提高了递延比例。截至2017年底，计划参与率从88%增长到97%，其中

60%以上的参加者在退休后至少能获得50%的替代收入。 

很明显，我们致力于最佳实践的努力正在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些通过“我的虚拟

教练”注册的人，其缴纳至少10%工资的可能性，要比通过其他方式注册的人高5倍。



在全球

为投资者

驾驭机会。

投资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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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我们的使命是，基于信安在资产配置、主动

管理和另类投资策略领域的全球经验，构建投资方案，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我们的多精品店投资方法使普通的投资者都可以投资于最复杂高端的资产类别。我

们的专家投资能力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包括股票、固定收益、房地产及其他另类投

资。而且，我们在提供定制化多资产和多管理人解决方案方面是行业领导者，能够

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我们有丰富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涵盖目标日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无论投资者

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从中获益。我们不是简单地设计产品，而是针对

具体目标——例如为了退休而储蓄，为了产生收入而储蓄或者为了对抗通胀而储

蓄——来建立投资组合。我们将这个过程视为一次交流：你的风险是什么？你未来

的目标是什么？你用来实现目标的选择有哪些？ 

机构投资者认同信安在全球各金融中心的实力地位。我们贴近市场，贴近客户，他

们为实现特定目标找到我们。我们借助灵活、专业化的精品店，能够快速建立以结

果为导向的、精确匹配其整体投资组合的解决方案。

2017年，我们在东南亚、中国和拉丁美洲推出的新基金超过50只，同时在美国推

出的新投资选择超过12项。就全球而言，我们强劲的投资业绩赢得了由彭博、晨

星、汤森路透理柏及其他机构颁发的众多的“最佳基金”奖。

我们秉持长期投资理念，这与客户的需求一致。作为主动管理人，我们密切关注颠

覆性的发展趋势，例如5G技术、大数据、无人驾驶汽车等。我们之所以关注如此

之多，并非要预测未来，而是要了解它们对于行业和市场的潜在影响，以及它们如

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分出赢家和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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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务摘要

管理资产总额 

(十亿美元)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收益1

(百万美元)

非通用会计准则营

业收益2

(百万美元)

13     14     15     16     17 13     14     15     16     17 13     14     15     16     17

总营业收入

(百万美元)
$14,093

           $12,394

             $11,964

                       $10,478

                               $9,290 

13     14     15     16     17

客户总数3

(百万)

13     14     15     16     17

  22.8

     22.1

                 19.1

                19.7

                 19.4 

$669

         $592

                  $527

        $        $519

                       $483                    

$2,310

                                       $1,317

                                            $1,209

                                                $1,111

                                                         $880

$1,479

          $1,331

              $1,271

           $1,318

                           $1,060

     
1  1 2017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反映了受益于美国《减税与就业法案》的5.68亿美元净收益，以及来自一笔房地产交易的收益

4.11亿美元。

2  这是一项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参见第26页将非通用会计准则方法转换为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数据。

3  我们为之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客户的数量，包括雇员及其家属，会发生某些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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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非通用会计准则

营业收益股本收益

率，不包括除外币

折算调整以外的

其他累积综合收入

（AOCI）4, 5

已宣布的普通股每

股股息

(美元)

       13.7%

     14.1%

    14.2%
           

15.1%

             12.5%

非通用会计准则普

通股稀释后每股营

业收益4

(美元)

$5.04

        $4.55

             $4.26

          $4.41

               n       $3.55

归属于信安金融集

团的股东权益总额

(百万美元)

13     14     15     16     17

13     14     15     16     17 13     14     15     16     17

13     14     15     16     17

$12,849

                 $10,227

                       $9,312

                $
10,184                            

                     $9,684

信安金融集团普通

股收盘价格

(美元，12月31日)

13     14     15     16     17

$70.53

               $57.86

                               $44.98             

                  $
5

1
.9

4                          

                           $49.31

4  这是一项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参见第26页将非通用会计准则方法转换为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数据。

5  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收益股本收益率等于跟踪12个月的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收益除以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平均股东权益，不包除外币

折算调整之外的其他累积综合收入（损失）。

$1.87

             $1.61

                   $1.50

$1                         $1.28

    $                                      $0.98



韦达志

信安国际总裁

Beth Brady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

Deanna Strable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Gary Scholten

执行副总裁，首席信息官兼首席数

字官

 

侯智彤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im Dunbar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Nora Everett

退休和收入解决方案总裁

信安基金董事长

Julia Lawler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

 

Amy Friedrich

美国保险解决方案总裁

麦国衡

全球资产管理总裁

信安环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

行官

Karen Sha�

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兼公司事

务书记

高级管理人员

照片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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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 C. Nordin

威灵顿资产管理公司前合伙人

C. Daniel Gelatt

NMT Corporation总裁

Jocelyn Carter-Miller

TechEd Ventures总裁

Michael T. Dan

The Brink's Company前董事长、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

 

侯智彤

信安金融集团董事长、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

Dennis H. Ferro

Evergreen资产集团有限公司前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Elizabeth E. Tallett

Hunter Partners, LLC

独立顾问和前负责人

裴布雷

亚洲日兴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前

董事长

Betsy J. Bernard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总裁

Roger C. Hochschild

发现金融服务公司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Sandra L. Helton

Telephone and Data Systems, Inc.

前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Scott M. Mills

BET电视网总裁

董事会 

照片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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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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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和收入解决方案

帮助更多美国客户为退休进行足够的

储蓄并在退休后获得足够收入，与第

三方管理人、顾问、计划发起人和个

人合作。

产品和服务

• 缴费确定型退休计划【包括401(k) 
和403(b) 计划】

• 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

• 员工持股计划

• 非税优高管福利计划

• 年金

• 养老金风险转移

• 单纯投资

• 银行与信托服务

2017年财务摘要

• 2017年税前营业收益9亿美元，较

2016年增长13% 
• 2017年末账户总价值达2650亿美

元，较2016年同比增长15% 
• 养老金风险转移销售额达到创记录

的28亿美元

• 净现金流总额达27亿美元

 

奖项和表彰

• 针对金融专业人员的领先的退休服

务行业杂志《计划顾问》将信安评

为向中小微及大型和超大型计划提

供全面服务的前十大供应商之一。

信安还在提供顾问、增值顾问服务

及参加者教育服务的收费结构方面

排名第三。（2017年10月）

• Market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Cogent ReportsTM Retirement 
Planscape® 调查1请计划发起人对

超过30个缴费确定型计划服务提供

商进行排名。信安在四个领域排名

第一（2017年5月）：对计划提供

商的满意度，投资产品范围，参加

者网站和线上能力2，计划内退休

收入产品。

信安国际

在精选的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市场提

供长期储蓄、资产管理及退休解决方

案：

• 巴西

• 智利

• 中国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墨西哥

• 新加坡

• 泰国

产品和服务

• 养老金

• 共同基金

• 资产管理

• 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投资

• 退休咨询服务

• 年金

合资伙伴

• 巴西银行（巴西）

•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 联昌国际银行集团（东南亚）

• 旁遮普国家银行（印度）

共同基金/资产管理/精品店 
• Claritas （巴西）

1 Market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Cogent ReportsTM Retirement Planscape®：Maximizing Plan Provider and Investment Manager Success in the DC 
Retirement Market, 2017年5月

2 信安在此类别中排名并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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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信安国际财务摘要 
• 2017年税前营业收益3.3亿美元，较

2016年增长15%  
• 报告的年末管理资产达1610亿美元，

较2016年末增长17%；不包括我们

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管理资产1240
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长23%

• 报告的净现金流为63亿美元；不包括我

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净现金流183亿
美元

• 合并的税前净营业收入（按照信安的

份额）收益率3 达36%

奖项和表彰

• 2017年3月，建信基金被纳入阿里巴

巴在线金融门户蚂蚁金融平台。平台

现共有七家基金公司，向客户提供选

定的共同基金。

• 2017年4月，马来西亚联昌信安基金

管理公司被《亚洲投资者》评为马来

西亚年度基金公司。

• 2017年10月，信安宣布达成协议收购

大都会人寿AFORE业务的全部股权，

为我们在墨西哥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支

持，带来额外的规模和更大的分销网

络。

• 2017年12月，巴西银行和信安宣布

达成一个投资协议，共同投资成立一

家数字保险经纪公司Ciclic，聚焦于

巴西市场的养老金和保障产品。监管

批准后，Ciclic将面向公开市场客户

销售 Brasilprev的养老金产品。

• 2017年12月，信安和旁遮普国家银

行宣布签署了一项股份购买协议，

使得信安能够取得信安-PNB合资资

产管理公司的全部股权，尚待监管批

准。

• 2017年11月，Cuprum养老金公司被

Merco评为智利100家最佳声誉公司

之一。

信安环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专门的精品店式资产管理人网络

为机构投资者、退休及零售投资者提

供投资管理服务。拥有遍布世界各地

的500多位投资专业人员，客户遍及80
多个国家。

产品和服务

• 广泛的专业投资能力，涵盖股票、固

定收益、房地产和另类投资 
• 提供定制多资产类别、多管理人解决

方案的行业领先者，以满足特定的投

资者目标

• 能够提供各种合法工具以解决投资者

偏好与监管制度之间的差异

• 股票

-  全球和所有国家

-  国际（不包括美国）

-  新兴市场

-  美国

-  小盘股

-  地区和目标

-  定制的解决方案

-  蓝筹股

-  中盘股

•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  新兴市场债

-  优先证券

-  投资级信用

-  机会性投资

-  负债驱动的投资/长期

3 合并的税前净营业收入（按照信安的份额）收益率等于税前营业收益除以合并的净营业收入（按照信安的份额）。

合并的基础是所有100%持股的信安国际公司。合并的净营业收入（按照信安的份额）是一项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公司认为该数据更能代表信安国际潜

在的净营业收入增长，因为它反映我们在合并的权益法子公司中按比例的份额。此外，采用这种净营业收入数据能够更有意义地呈现我们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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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

- 私募股权（核心、增值及机会性房

地产）

-   公募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证券）

- 私募债务（商业抵押贷款、过桥贷

款及夹层贷款）

• 资产配置

-  战略资产配置

-  动态结果

-  动态资产配置

• 另类投资和结构性投资策略

•  货币管理

 
2017年财务摘要 
• 2017年税前营业收益4.7亿美元，较

2016年增长6% 
• 年末管理资产总额达4310亿美元，

较2016年末增长10%  
• 税前营业收入减去通过性佣金的收益

率4 达37% 

奖项和表彰

• 信安连续第六年在《养老金与投资》

进行的年度资金管理最佳工作场所调

查中名列同类榜首。5

• 按照《2017年负责任投资原则（PRI）
试点评估报告》，信安环球投资公司

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获

得高分。总体方法得分为A+（范围

是A+到E），远高于得分中位数A。6

美国保险解决方案

提供企业解决方案，帮助雇主保护其

企业及其雇员，并且通过非税优奖金

和递延薪酬计划帮助关键雇员为退休

做准备。

产品和服务

• 特殊福利：雇主付费的及自愿的职场

解决方案

-   团体牙科、眼科、人寿、伤残及补

充保险，包括意外险和重疾险

-    个人伤残保险

-    牙科折扣产品

• 个人寿险：保障和积累产品，以及个

人和企业的解决方案

-   针对个人和企业需求的万能寿险、

指数化寿险、变额寿险及定期寿

险产品

-   企业解决方案，帮助雇主保护他们

的企业、他们的雇员以及他们的

生活方式，包括非税优奖金和递

延薪酬计划

2017年财务摘要 
• 2017年税前营业收益3.85亿美元，

较2016年增长7% 
• 特殊福利和个人寿险的保费和收费增

长9% 
• 特殊福利赔付率63% 

表彰和奖项

• 2017年5月，依据国际寿险行销研究

协会发布的2016年有效雇主完全参

保合同数据，名列团体福利（牙科、

人寿及伤残）保险第三大供应商。

• 被《计划发起人》杂志表彰为非税优

递延薪酬计划的第一大供应商。7

信安概览

4  税前营业收入减去通过性佣金的收益率等于税前营业收益（针对非控股权益进行调整）除以营业收入

减去通过性佣金。营业收入减去通过性佣金是一项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公司认为该数据更能够

代表信安环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潜在营业收入增长。此外，使用这种净营业收入数据能够更有意义

地呈现我们的利润率。

5  《养老金与投资》，“雇员达到1000人或以上的公司中的资金管理最佳工作场所”，2017年12月
11日 

6  PRI评价报告，2017年7月。 

7  基于第409A条非政府457计划的总数，《计划发起人》杂志2017年记录保存调查，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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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2月31日的年度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 $ 2,310.4   $ 1,316.5  $ 1,209.3 $ 1,111.1 $ 879.7 
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经调整1   (307.3)   (37.4)   133.8    100.5    179.1 
其他税后调整   (524.5)   52.0    (72.6)   106.3    1.1 

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收益  $ 1,478.6   $ 1,331.1   $ 1,270.5   $ 1,317.9   $ 1,059.9 

1这是一项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参见下文的调节。     
     
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     
通用会计准则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  $ 524.2   $ 171.1   $ (51.1)  $ 14.7   $ (225.2)
前端收费收入的确认   (0.2)   0.2    (0.1)   0.7    (0.9)
收费收入的市场价值调整   (0.1)   (2.5)   (1.1)   -      -   
实现的与权益法投资相关的净资本收益（损失）   1.4    0.1    -      -      -   
衍生品和对冲相关调整   (59.4)   (94.1)   (111.7)   (92.8)   (93.9)
发起的投资基金调整   6.3    6.1    1.3    -      -   
递延购置成本的摊销   47.4    (66.2)   (12.2)   (37.7)   32.3 
分配的资本收益 - 营业费用   (38.9)   3.7    15.4    (10.6)   (23.6)
其他精算余额的摊销   7.6    (11.2)   (1.8)   (11.6)   14.8 
嵌入式衍生品的市场价值调整   48.1    50.0    (0.2)   4.8    18.4 
分配的资本收益 - 贷记的利息成本   (16.1)   (10.9)   (9.2)   (10.6)   (2.2)
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税收调整   (209.1)   6.6    45.6    43.6    101.4 
实现的归属于非控股权益的税后净资本收益（损失）   (3.9)   (15.5)   (8.8)   (1.0)   (0.2)
实现的与退出的团体医疗保险业务相关的税后净资本收益（损失）   -      -      0.1    -      -   

实现的税后调整净资本收益（损失）总额   (216.9)   (133.7)   (82.7)   (115.2)   46.1 

实现的调整后净资本收益（损失）  $ 307.3   $ 37.4   $ (133.8)  $ (100.5)  $ (179.1)
     
稀释后的普通股每股收益     
净收益  $ 7.88   $ 4.50   $ 4.06   $ 3.65   $ 2.95 
实现的调整后净资本（收益）损失   (1.05)   (0.13)   0.44    0.34    0.60 
其他税后调整    (1.79)   0.18    (0.24)   0.36    -   
针对可赎回非控股权益的调整   -      -      -      0.06    -   

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收益  $ 5.04   $ 4.55   $ 4.26   $ 4.41   $ 3.55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 12,921.9   $ 10,293.8   $ 9,377.4   $ 10,232.0   $ 9,777.0 
非控股权益   (72.6)   (66.5)   (65.8)   (48.0)   (92.8)

归属于信安金融集团公司的股东权益   12,849.3    10,227.3    9,311.6    10,184.0    9,684.2 
未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   (1,455.1)   (827.0)   (715.9)   (1,148.3)   (700.6)
未确认的净退休后给付义务   371.1    408.4    450.2    411.1    155.9 
优先股，按面值   -      -      -      (0.1)   (0.1)
实缴资本 - 优先股   -      -      -      (541.9)   (541.9)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不包括除外币折算调整之外

的其他累积综合收入（AOCI） $ 11,765.3   $ 9,808.7   $ 9,045.9   $ 8,904.8   $ 8,597.5 

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
信安金融集团公司



信安基金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信安基金公司

蓝筹基金

债券市场指数基金 
加州市政基金

资本证券基金 
核心+债券基金

多元化国际基金

多元化实物资产基金

动态浮动利率高收益基金

EDGE中盘基金

股票收入基金

Finisterre无限制新兴市场债券基金 
全球多元化收入基金

全球多策略基金

全球机会基金

全球房地产证券基金

政府债券及高质债券基金 
政府货币市场基金

高收益基金

高收益基金I 
收入基金

通胀保护基金

国际新兴市场基金

国际股票指数基金 
国际基金I
国际小企业基金

大盘成长基金

大盘成长基金I 
大盘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大盘价值基金

大盘价值基金III
中盘基金

中盘成长基金

中盘成长基金III
中盘标准普尔400指数基金

中盘价值基金I 
中盘价值基金III 

货币市场基金

多管理人股票多空基金

机会市政基金

Origin新兴市场基金

海外基金

优先证券基金

信安资本增值基金

信安终生2010基金 
信安终生2015基金 
信安终生2020基金

信安终生2025基金 
信安终生2030基金 
信安终生2035基金

信安终生2040基金

信安终生2045基金

信安终生2050基金

信安终生2055基金

信安终生2060基金

信安终生2065基金 
信安终生战略收入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15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20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25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30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35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40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45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50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55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60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2065基金 
信安终生混合收入基金

房地产配置基金 
房地产债券收入基金

房地产证券基金

战略资产管理平衡组合

战略资产管理保守平衡组合

战略资产管理保守成长组合  战略资产管理

弹性收入组合

战略资产管理战略成长组合 
短期收入基金

小盘基金 
小盘成长基金I 
小盘标准普尔600指数基金

小盘价值基金II
中小盘股息收入基金SystematEx 国际基

金SystematEx大盘价值基金 
免税债券基金

信安交易所交易基金

信安基金全球股息收入ETF
信安逆向价值指数ETF 
信安EDGE积极收入ETF 
信安医疗创新者指数ETF
信安国际多因素指数ETF
信安千禧世代指数ETF
信安价格设定者指数ETF 
信安股东收益率指数ETF 
信安Spectrum优先证券积极ETF
信安可持续势头指数ETF
信安美国超大盘多因素指数ETF
信安美国小盘多因素指数ETF

信安变额合同基金公司

信安可变合约基金投资在某些变额年金及

变额寿险合同中可以作为选择。

共同基金与变额合约由信安基金分销有限

公司负责分销。该分销公司是美国信安金

融集团的子公司，地址是：艾奥瓦州得

梅因，50392-0200；电话：1-800-222-
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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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2月31日的年度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in millions, except as indicated)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股本收益率（包括其他累积综合收入）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股本收益率

（包括其他累积综合收入）  20.0%  13.5%  12.8%  11.8%  9.6%
未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  2.1%  1.1%  1.3%  1.2%  1.2%
未确认的退休后给付义务净额  -0.7%  -0.6%  -0.6%  -0.3%  -0.4%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股本收益率

（不包括除外币折算调整之外的其他累积综合收入）  21.4%  14.0%  13.5%  12.7%  10.4%
实现的净资本收益（损失）  -2.8%  -0.5%  1.5%  1.2%  2.1%

其他税后调整  -4.9%  0.6%  -0.8%  1.2%  0.0%

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收益股本收益率

（不包括除外币折算调整之外的其他累积综合收入）  13.7%  14.1%  14.2%  15.1%  12.5%

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 - 续
信安金融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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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 
艾奥瓦州得梅因市高街711号， 50392 
1-800-986-3343

Principal.com网站

Principal.com是你大量信息的来源，包括公司新闻、投资与

储蓄工具以及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详情。

该网站的投资者关系栏目向股东及投资界提供最新信息，包

括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备的文件、股票信息、企业责任概

述、历史股息及信用评级。该网站还提供有关美国信安金融

集团的公司治理信息，包括： 

• 董事会

• 公司治理指引

• 董事会委员会章程

• 董事独立规范

• 全球商业行为和道德守则

年度股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将于美国中部时间2018年5月22日上午9时在美

国信安金融集团公司总部召开，地址：艾奥瓦州得梅因市高

街711号，50392。

投资者关系部联系方式

如有任何关于投资者关系的问题，请洽：

美国信安金融集团– 投资者关系部

地址：艾奥瓦州得梅因市高街711号，G-029-S30，50392
电话：1-800-986-3343 
Email：investor-relations@principal.com
 

注册登记机构

美国信安金融集团的股东如需查询信息，请与我们的注册登

记机构Computershare公司联络。

Computershare帮助为股东提供多方面服务，包括：注册直

接存入股息、股息再投资、更改地址、颁发股票证书、账户

报表、余额查询、股息查询及出售股票等。您可以通过电话

或信函与注册登记机构联络，他们的地址是：

美国信安金融集团公司 
由Computershare公司转交

邮政信箱： 505000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邮编40233

免费电话： 866-781-1368
听障电话： 312-588-4110 
在线联系：computershare.com/contactus

记名股东还可通过因特网上的computershare 公司网站，了

解关于美国信安金融集团普通股股票账户的资料，网站是： 
computershare.com/investor。信安并不管理该网站或向该

网站直接提供信息，因此对该网站所含数据不做任何声明或

保证，对网站数据的补充、纠正或更新亦不承担责任。

特别致谢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280,000位在册股东，股东们自本集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来一直持有我们的普通股股票。

2017年12月31日，美国信安金融集团普通股前15名股东

• The Vanguard Group, Inc.
• Nissay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 Capital Research Global Investors （U.S.）
•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SSgA）
• 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 LLP
• Northern Trust Investments, Inc.
• New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 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 L.P. （U.S.）
• Geode Capital Management, LLC
• Mellon Capital Management Corporation
• Fidelity Management & Research Company
• Mairs & Power, Inc.
• BlackRock Investment Management （U.K.）, LTD
• BlackRock Advisors, LLC

信安金融集团公司



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

艾奥瓦州得梅因高街711号 
50392 

principal.com

前瞻性及警诫性的陈述

本集团在本年度报告中做出的某些陈述若非历史事实，则应将它们视为前瞻性陈述。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

益、净现金流量、已实现及未实现损益、资本及流动性状况、销售及盈利趋势以及管理层的信念、期望、目标和意见。此类陈述基于对未来条件

的一些假设，并且这些假设可能最终被证实与事实不符。本集团不承担更新此类陈述的责任。未来事件以及它们对公司的影响可能与预期不符，

并且实际结果可能与此类前瞻性陈述中所预期的结果有显著差别。本集团对可能导致或造成上述重大差别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其他因素已在本集

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备的2017年12月31日截止年度的10-K表年度报告（经后续提交文件适时更新或补充）中作出讨论。这些风险及不确

定性包括但不限于：不利的资本及信用市场状况可能对本集团满足流动性需求、获取资本的能力及资本成本造成重大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及经济

总体上的状况；股票、债券或房地产市场波动或下跌；利率或信贷息差变动或持续的低利率环境；本集团的投资组合面临可能导致降低其投资资

产的价值及客户可获得的投资回报的各种风险；本集团对于投资的估值以及对于这些投资的拨备和减值金额的确定可能包括存在不同解释的方

法、估计和假设；对公司递延税务资产的任何减值或估值备抵；公司的实际情况可能远远不同于其定价和保留假设；本集团的万能寿险合同、分

红型寿险保单以及某些投资合同的递延保单取得成本及其他精算结存的摊销方式可能发生变动；公司可能无法保护其知识产权并且可能面临侵权

索赔；本集团向股东支付股息及履行其义务的能力可能受制于艾奥瓦州保险法对信安人寿保险公司规定的股息或分配限制；法律、法规或会计准

则变更；诉讼及监管机构调查的结果；本集团可能不时会面临税务审计、税务诉讼或类似诉讼，并且因此可能会承担金额较大的额外税款、利息

及罚款；适用的法律以及本集团的公司章程和内部细则可能阻碍某些股东认为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收购及企业合并；来自拥有更强大财务资源、更

广泛产品种类、更高评级及更出色财务业绩的公司的竞争；本集团的财务实力或信用评级被降级；投资者偏好发生变化；无法吸引并保留合格雇

员和销售代表及开发新的分销来源；国际业务风险；外汇汇率波动；本集团可能需要为其以下“封闭业务”资产的缺口提供资金：这些“封闭业

务”资产为信安人寿1998年转制为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时具有有效分红计划的分红型普通寿险保单提供支持；本集团的再保险公司可能违约或提

高其费率；收购企业所带来的风险；计算机系统故障或安全漏洞可能会中断本集团的业务并且损害其声誉。

年度报告由Pattee Design, Inc. / pattee.com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