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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简介和报告联系人 

公司名称（中文）：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公司名称（英文）： Public Mutu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 李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注册资本： 壹拾亿元整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号： 000221 

开业时间： 2017年 2 月 14日 

经营范围：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和意外

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分出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

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

区除外） 

报告联系人姓名： 陈诗琪 

办公室电话： 010-57393613 

移动电话： 15801110529 

电子信箱： chenshiqi@pub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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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出资情况、实际控制人及报

告期内变动情况 

1.  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出资情况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 

（1） 报告期末和报告期初的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  

单位：万元  

主要发起会员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3.00% 23,000.00  

英联视动漫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20.00% 20,000.00  

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 12,000.00  

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00.00  

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 9,000.00  

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 9.00% 9,000.00  

大连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3,000.00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3,000.00  

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 3,000.00  

李静 3.00% 3,000.00  

宋伟青 2.50% 2,500.00  

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2.50% 2,500.00  

合计 100.00% 100,000.00  

（2） 报告期间的初始运营资金提供方变动  

报告期间内是否有出资比例结构变动？(是□否■)  

2.  实际控制人 

无 

3.  报告期末所有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情况及关联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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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出借人出资的类别、数量  

                                                             

单位：万元  

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 类别 出资金额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23,000.00  

英联视动漫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20,000.00  

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12,000.00  

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10,000.00  

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9,000.00  

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9,000.00  

大连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3,000.00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3,000.00  

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3,000.00  

李静 货币实缴 3,000.00  

宋伟青 货币实缴 2,500.00  

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实缴 2,500.00  

（2） 出借人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1）出借人李静女士间接持有出借人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98%的

股份，且担任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出借人宋伟青先生持有出借人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 3%的股份，且担

任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3）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借资金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资？(是■否□)  

1) 董事长/执行董事李静出借资金 3,000 万元，占比 3%； 

2) 监事宋伟青出借资金 2,500万元，占比 2.5% 

4.  报告期内初始运营资金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是否有初始运营资金转让情况？(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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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薪酬情

况，以及报告期内变更情况 

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社在报告期内董事会成员共有 7位。  

（1） 董事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  

刘燕，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法学院公司财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学》副主编，在中国法

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等多个学术组织任常务理事，并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

戒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刘燕女士主要从事会计法、财税法、

金融法等专业的研究，专攻于会计与法律的交叉视角，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

个人专著《会计法》，与人合著、译校 7部专业书籍，并参与《合伙企业法》、《注

册会计师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刘燕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获

得经济法专业学士学位、社会学专业辅修学士学位、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国际

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拥有中国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为英国伦敦大学

高等法律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分校访问学者。  

杨佩，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杨佩女士拥有三十余年保险从业经

验，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机构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在财务、审计、稽核等方面

具有深入研究及丰富实践经验。杨佩女士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

位。  

肖莉，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房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合伙人。肖莉女士曾先后供职于中南工业大学、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日本

三菱商事会社，并曾担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执行副总裁，

曾连续五年荣获《新财富》杂志评选的金牌董秘之“最受机构投资者欢迎董秘”

称号，她还获得《中国企业家》杂志颁发的 2010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商

界木兰”奖。肖莉女士拥有武汉大学文学学士、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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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2)执行董事

李静，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执行董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外导师。李静女士

 1992 年即进入全球性相互保险组织——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工作，拥有逾二十年

保险从业经验，曾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光大永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李静女士毕业

于北京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并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秦晗，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执行董事、联合资本（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

创意联合会（筹）理事长、中国创意产业联盟理事长。秦晗先生长期从事金融、

法律和文化领域等工作，拥有二十多年的高级管理经历，特别在金融文化融合发

展、中小企业金融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秦晗先生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

士、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正在中国社科院进行金融学博士学习。

3)其他董事

桑育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董事，1997 年创办北京中兴隆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并任执行董事。桑育松先生创业以来一直从事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生活用

品批发及零售业务，对国家经济、小微企业发展及产业链运营有着深刻的洞察和

切身的感受。桑育松先生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会计审计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并拥有助理会计师资质。

  张婧，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董事、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婧女士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先后在多个大

型律师事务所担任执业律师，并曾担任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法律部门负责人，

在公司的风险控制、法律合规、项目投资方面具有深入研究和丰富经验。张婧女

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 监事基本情况

  

1)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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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青，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监事长、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伟

青同志具备丰富的银行从业经验，曾任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上海分行等机构重要

管理岗位，在金融、风险、财务，特别是小微金融、信贷风险管控等方面具备深

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宋伟青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管理学士

学位。  

王世旻，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监事、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世

旻先生曾在大连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汉信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任重要岗位，一直从事会计、审计工作，对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会计

核算、财务管理、改制上市等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王世旻先生毕

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生学位，拥有高级会计师资质。  

2) 员工监事  

李蓉念，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员工监事、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李蓉念女士历

任鹏达环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智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工作逾十年，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力资源体系设计有

丰富的经验。李蓉念女士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拥有高级人力

资源师资质。  

（3） 本社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俞伟，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拥有逾二十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及逾十年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经验。在加入

众惠相互之前，俞伟先生曾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要管理岗位任职。  

杨沛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拟任副总经理，拟任财务负责人，经济管理硕

士，高级会计师。该同志从事理论和管理教学工作 7 年，财务、审计工作 30 余

年，具有 15 年任大型企业总会计师的经历，曾主持和参与了数百家企业的资产

重组和上市工作，担任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多

年，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战略把握能力，在公司发展战略、商业模式、资本运

作方面拥有丰富工作经验。 

 汤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首席风险官。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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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获得会计学硕士学位，国际会计师工会全权会员

（AIA）。具有 12 年以上保险行业从业经验，曾在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重要岗位任职，主要工作领域涉及

战略规划、机构建设、财务管理等。

  冯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拟任董事会秘书，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学士。大

学毕业后即进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参与过全国性保险公司的筹建。该同志对创

新事物饱含热情，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应变能力，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运营流程、内

控合规建设及全面风险管理等方面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和较

为丰富的管理经验。

2. 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本社在报告期内减少一名高管人员陈辉，本社原副总经理、审计责任人。

（三）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持股数量 及持股

比例、报告期内子公司的增减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是□否■）

（四） 报告期内受到的处罚及违规信息

1. 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对保险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本社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

他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是□否■）

2. 保险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

级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生的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社董事、监事、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是否有被移交司法机关

的违法行为的情况？（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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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本社是否被保监会采取了监管措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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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指标 

（一） 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下季度预测数 

认可资产（元）  1,002,133,373.77  973,687,230.97 1,018,162,340.82 

认可负债（元）  38,880,048.60  14,047,450.31 42,643,858.26 

实际资本（元）  955,607,296.24  959,639,780.66 951,616,635.55 

核心一级资本（元）  -45,669,639.88  -41,637,155.46 -49,660,300.57 

核心二级资本（元）  1,001,276,936.12  1,001,276,936.12 1,001,276,936.12 

附属一级资本（元）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元） 
39,642,425.44   

20,687,976.69 
41,942,890.8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元） 
 - 

 
 

附加资本（元）  -      

最低资本（元） 39,642,425.44   20,687,976.69 41,942,890.81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元） 
915,964,870.80   

938,951,803.97 
909,673,744.7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元） 
915,964,870.80   

938,951,803.97 
909,673,744.74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 
2,410.57   

4,638.64 
2,268.8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 
2,410.57  

4,638.64 
2,268.84 

 

（二）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 

净现金流（万元） -8573.19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2下） 256.08% 

综合流动比率（%） 

3个月内 20466.61% 

1年内 2542.96% 

1年以上 4025.88% 
 

（三） 最近一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在 2017年第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中，本社被评为 A 类。 



10 

 

（四） 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 本年累计 

保险业务收入（元） 32,845,150.64    43,156,027.21  

净利润（元） -3,950,403.13 -43,073,62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 

净资产收益率（%） -0.41 -4.5 

总资产收益率（%） -0.39 -4.03 

净资产（元） 961,694,256.07  961,694,256.07   

投资收益率（%） 0.87 1.03 

综合投资收益率（%） 0.87 1.03 

未决赔款准备金与赔款支出比（%） 0.00 0.00 

综合费用率（%） 81.96 188.38 

综合赔付率（%） 20.45 19.41 

综合成本率（%） 102.41 207.79 
 

注：综合费用率与综合成本率较高，主要是由于本社根据会计准则规定，

将筹建期费用一次性计入开业当期，导致综合费用额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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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风险管理能力 

（一） 所属的公司类型 

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 11 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

第五条、第六条关于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本社为 II类保险公司。 

（二） 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

的实施进展情况 

1.  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为满足偿付能力监管要求，有效防范化解偿付能力风险，本社按照偿付能力

风险管理 SARMRA 现场评估的工作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在三季度对现有偿付能

力风险管理制度体系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 保险风险 

为科学制定本社各项核保核赔政策，指导、协调和决定本社重大核保核赔事

项，增强本社风险防控能力，我社于 7月成立了核保核赔委员会，并下发了《众

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保险风险管理办法》、《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产品开发管理办法

（试行）》、《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商品开发管理办法（试行）》、《运营制度（试行）》

等管理办法。 

（2） 市场风险 

为加强本社的市场管理风险，保障本社稳健经营，根据《保险公司风险管理

指引（实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经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完善了《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市场风险

管理办法（试行）》，有效防范和控制本社面临的市场风险。 

（3） 信用风险 

为建立和完善本社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本社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促进本

社稳健发展，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保险公司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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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能力监管规则（1-17号）》、《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

要求，经本社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完善了《众惠财产相互保

险社信用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为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资产负债管理对我社相关决策的支持作

用，有效防范资产负债错配导致的偿付能力风险，根据相关法律及监管制度的要

求，本社制定了《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试行）》，并经本社董

事会审议通过。 

为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提高应收款项管理水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保

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1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社实际情况，修订完善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应收款项管理办法（试行）》。 

（4）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涉及公司各种操作流程和业务线条，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

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及监管合规

风险。为加强本社操作风险管控能力，建立健全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促进

和完善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保障本社健康

发展，第三季度，本社下发了《操作风险与控制评估管理办法》、《操作风险关键

风险指标管理办法》、《操作风险损失事件收集管理办法》、《偿付能力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合规政策》。 

（5） 战略风险 

根据保监会有关规定，本社建立了战略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工作程序，为

加强本社战略风险管理，规范本社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决策，切实发挥战略发展规

划在本社经营管理中的引领作用，提高本社科学发展水平，经本社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新修订了《战略风险管理办法》。 

（6）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

对保险公司负面评价，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本社在三季度，下发了《品牌危机

应计预案（试行）》、《宣传推广管理办法（试行）》、《突发事件处理制度（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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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监测制度》等制度和办法。规范本社的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完善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增强我社声誉风险防控能力。 

（7） 流动性风险 

为加强对本社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提升危机应对能力，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

流动性事项可能对本社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

号：流动性风险》，制定了《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试行）》，并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完善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2.  管理流程的梳理和优化 

自 2017年 2月 14日开业之初，本社不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为强化统一管

理与内部控制，增加方法和控制风险的能力，经管理层会议通过，在第三季度下

发了资金运用类授权授信审批流程。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为进一步加强我社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维

护和提升我社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水平，依据中国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及我社下发《偿付能

力风险管理办法》《保险风险管办法》《市场风险管理办法》《信用风险管理办

法》《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战略风险管理办法》《声誉风险管理办法》《流动性

风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社实际，企划财务部、风控合规部、产品

精算部、董事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各部门对我社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偿付能力风险进行了全面

的评估，形成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并向管理层做出汇报。 

（三） 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有关情况 

为加强对固有风险的管理，提高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完善内控制度和流

程，降低控制风险，在 2017 年 6 月下发《关于启动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偿付能

力 SARMRA 自评估的通知》的基础上，按照 SARMRA 评估体系所列示的风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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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在三季度根据本条线涉及的风险分类，对我社风险状况进行了客观、审慎

性评估，企划财务部会同风控合规部在各部门自评基础上再次对各部门自评结果

进行了二次复核性评估并打分，基本对我社当前评估时点风险防控措施制定以及

落地执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在 8 月形成《众惠相互财产保险社 SARMRA 自评情

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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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 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1.  评级结果 

截至报告日，本社收到保监会基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0 号：

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对公司的 2017年 2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本社被

评定为 A类。 

2.  本社已经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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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大事项 

（一） 本季度新获批筹和开业的省级分支机构 

无 

（二） 本季度签单保费占前三位的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签单保费（元）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A款 意外险 6,098,146.00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健康险 2,315,594.92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健康险 2,283,472.38 

（三） 报告期内重大再保险合同（是■否□） 

本社通过 MARSH 经纪公司，将《大童版百万医疗》产品的 80%比例分出给意

大利忠利香港分公司，合同日期为 2017.8.1 - 2018.7.31 

（四） 重大赔付事项（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赔付事项 

（五） 重大投资行为（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投资行为 

（六） 重大投资损失（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投资损失 

（七） 重大融资活动（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融资活动 

（八） 重大关联交易（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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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重大诉讼（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诉讼 

（十） 重大担保（是□否■） 

报告期内无重大担保 

（十一） 其他重大事项（是□否■） 

报告期内无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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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 报告期内偿付能力充足率变化原因分析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下季度预测数 

认可资产（元） 1,002,133,373.77  

认可负债（元） 38,880,048.60  

实际资本（元） 955,607,296.24  

核心一级资本（元） -45,669,639.88  

核心二级资本（元） 1,001,276,936.12  

附属一级资本（元）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39,642,425.44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  

附加资本（元） -  

最低资本（元） 39,642,425.44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915,964,870.80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915,964,870.80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410.5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410.57  
 

本社本季度末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10.57%，偿付能力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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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下季度偿付能力状况预测的说明 

1.  主要预测假设 

（1） 本社主要经营外部社会、商业和法律环境在下一预测季

度未发生重大变化 

（2） 本社主要内部的核保政策、理赔流程等在下一预测不发

生重大变化 

（3） 保费收入预测基于本社 2017 年年度预算计划 

（4） 赔款支出和未决赔款等均按照同业经验比例预测，同时

兼顾本社 2017 年的核保核赔政策 

（5） 费用假设数据采用本社 2017 年预算费用 

（6） 投资收益率假设 

本社预计下一季度股票市场大幅波动可能性较小，债券市场收益率处于高位

的可能性较高，货币市场收益相对平稳，根据现有持仓和年初投资计划，我社仍

以存款和流动性等低风险投资为主，配以少量权益类资产，预计我社下一季度投

资收益率为为 1.49%，年化收益率为 5.06%。 

2.  可投资资产（不含应收款项） 

截止到本年 3季度末，我社投资资产约为 9.5亿元，其中流动性资产 2.3亿

元，存款 6.5亿元，委外资产 0.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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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实际资本 

（一） 实际资本 

单位：元 

1.  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净资产；认可资产、认可负债、实

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 

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1,000,574,304.67 

认可资产总额 1,002,133,373.77 

财务报表负债总额 38,880,048.60 

认可负债总额 38,880,048.60 

财务报表净资产总额 961,694,256.07 

实际资本 955,607,296.24 
 

2.  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二级资本、附属一级资本、附属二级资

本及各级资本的明细 

行次 项目 本季度 

1 核心一级资本 -45,669,639.88 

1.1 净资产 961,694,256.07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1,007,363,895.95 

1.2.1 子公司权益法调整 - 

1.2.2 
寿险业务应收分保责任准备金账面价值

与认可价值的差额 
- 

1.2.3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7,363,895.95 

1.2.4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

价值增值 
- 

1.2.5 
自用房地产中曾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房地

产的累计评估增值 
- 

1.2.6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 

1.2.7 

财务报表下寿险责任准备金负债的账面

价值与偿付能力报告下对应的保险合同

负债认可价值和所得税准备认可价值之

和的差额 

- 

1.2.8 现金价值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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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资本工

具且按规定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金额 
- 

1.2.10 保监会规定的额其他调整项目 -1,000,000,000.00 

2 核心二级资本 1,001,276,936.12 

2.1 其中：优先股 - 

2.2 其他核心二级资本 1,001,276,936.12 

2.3 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 

3 附属一级资本 - 

3.1 其中：次级定期债务 - 

3.2 资本补充债券 - 

3.3 可转换次级债 - 

3.4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

价值增值 
- 

3.5 
自用房地产中曾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房地

产的累计评估增值 
- 

3.6 其他附属一级资本 - 

3.7 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 

4 附属二级资本  - 

4.1 应急资本等其他附属二级资本 - 

4.2 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 

5 实际资本合计 955,607,296.24 
 

3.  各项资本工具的发行、赎回、剩余期限 

本社暂无资本工具发行。 

（二） 认可资产 

单位：元 

1.  财务报表资产 

财务报表资产 本季度 

  货币资金     6,836,884.25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3,561,197.65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8,100,770.32   

  应收保费    20,068,8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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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代位追偿款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    

  保户质押贷款              -    

  定期存款 45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股权投资              -    

  存出资本保证金   20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    

  固定资产        615,063.54   

  无形资产     6,784,713.69 

  独立账户资产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4,606,819.52   

资产总计 1,000,574,304.67   
 

2.  非认可资产 

非认可资产 本季度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6,784,713.69 

  长期待摊费用 579，182.26 

非认可资产合计 7,363,895.95 
 

3.  认可资产 

行次 认可资产 本季度 

1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   25,869,649.81   

1.1 库存现金              -    

1.2 活期存款     6,836,884.25 

1.3 流动性管理工具 19,032,765.56   

2 投资资产   943,451,397.14 

2.1 定期存款   450,000,000.00  

2.2 协议存款              -    

2.3 政府债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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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金融债              -    

2.5 企业债券              -    

2.6 资产证券化产品              -    

2.7 信托资产 71,000,000.00           

2.8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222,451,397.14     

2.9 基础设施投资              -    

2.1 权益投资              -    

2.11 投资性房地产              -    

2.12 衍生金融资产              -    

2.13 其他投资资产              -    

3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    

4 再保险资产              -    

4.1 应收分保准备金              -    

4.2 应收分保账款              -    

4.3 存出分保保证金              -    

4.4 其他再保险资产              -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28,169,626.02   

5.1 应收保费     20,068,855.7  

5.2 应收利息     8,100,770.32  

5.3 应收股利              -    

5.4 预付赔款              -    

5.5 存出保证金   200,000,000.00  

5.6 保单质押贷款              -    

5.7 其他应收和暂付款              -    

6 固定资产       615,063.54  

6.1 自用房屋              -    

6.2 机器设备       615,063.54  

6.3 交通运输设备              -    

6.4 在建工程              -    

6.5 办公家具              -    

6.6 其他固定资产              -    

7 土地使用权              -    

8 独立账户资产              -    

9 其他认可资产     4,027,637.26   

9.1 递延所得税资产              -    

9.2 应急资产              -    

9.3 其他认可资产     4,027,637.26   

10 认可资产合计   973,687,2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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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可负债 

单位：元 

1.  财务报表负债 

财务报表负债 本季度 

短期借款  -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预收保费 529,941.73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3,546,368.95   

应付分保账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 443,167.45   

应付赔付款  -    

应付保单红利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983,339.15   

未决赔款准备金 2,647,890.20   

寿险责任准备金 -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独立账户负债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系统往来   -   

其他负债 2,729,341.12    

负债合计 38,880,048.60     

2.  非认可负债 

非认可负债 本季度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  

资本性负债中非认可部分-初始运营资金计提利息     1,276,936.12  

非认可负债合计     1,276,936.12  

 

说明：根据会计准则中其他权益工具的规定及本社与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签

订的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合同，本社将初始运营资金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按月计

提初始运营资金利息，该部分利息在税后利润进行支付。所以导致本社的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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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表与利润表金额不一致。 

3.  认可负债  

行次 项目 本季度 

1 准备金负债     31,631,229.35   

1.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983,339.15  

1.1.1 寿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1.1.2 非寿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983,339.15  

1.2 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 2,647,890.20 

1.2.1 其中：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    

2 金融负债              -    

2.1 卖出回购证券              -    

2.2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    

2.3 衍生金融负债              -    

2.4 其他金融负债              -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5,971,883.13   

3.1 应付保单红利              -    

3.2 应付赔付款              -    

3.3 预收保费       529,941.73   

3.4 应付分保账款              -    

3.5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3,546,368.95   

3.6 应付职工薪酬      

3.7 应交税费      443,167.45   

3.8 存入分保保证金              -    

3.9 其他应付及预收款项     1,452,405.00   

4 预计负债              -    

5 独立账户负债              -    

6 资本性负债              -    

7 其他认可负债              -    

7.1 递延所得税负债              -    

7.2 现金价值保证              -    

7.3 所得税准备              -    

8 认可负债合计     37,603,112.48   
 

4.  各项保险责任准备金明细 

各项保险责任准备金 本季度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983,339.15   

未决赔款准备金 2,647,8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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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核心一级资本调整表 

见本章第（一）节“实际资本”。 

（五） 实际资本评估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有关信息 

1.  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 

本社于每年年度终了，对相关资产进行检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

生减值的迹象。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回

收金额。在估计资产可回收金额时，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应当进行减值测

试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

投资、商誉、抵债物资、损余物资等。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应当在未来期间作

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

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2.  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方法、各项假设、设定的参数等及其报

告期变更情况 

本社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社的保险合同准备金是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为基础确定

计量单元，包括信用保证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社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

基础进行计量。本社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来净现金

流量的合理估计金额。本社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

量。本社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 

本社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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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重大的，本社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

率，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不予锁定。 

（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社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

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以未赚保费法进行计量。按照未赚保费法，本社于保险合

同初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佣金及手续费、保险保障基金

和监管费用等增量成本后计提本准备金。初始确认后，本准备金按日比例法以及

风险分布法进行后续计量。 

（2）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社作为保险人为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

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及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社为已发生并已向本社提出索赔但尚

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社按最高不超过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

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或案均赔款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

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已发生、尚未向本社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

的准备金。本社由于开业时间较短，可获得数据非常有限，不足以产生有意义的

流量三角形。因此常规的精算方法如损失进展法，B-F方法都不适用。本次评估

采用赔付率法进行评估，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社为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

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社以未来必需发生

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按比率法计量理赔费用

准备金。 

（3）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社在评估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准

进行充足性测试，若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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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保险合同负债评估方法没有变化。 

3.  除了资产减值和保险合同负债外，各项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与编制财务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差异 

本社本季度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编制财务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无差异。 

4.  重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对实际

资本的影响 

本社未发生重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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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最低资本 

（一） 最低资本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9,749,194.8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0.0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率风险最低资本 0.0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0.0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0.0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0.00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5,669,357.7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5,669,357.7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0.00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0.00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1,007,083.83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0.00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31,007,083.8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0.00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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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0.00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0.00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0.0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4,250,638.17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0.00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14,250,638.17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0.0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1,177,884.89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0.00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0.00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0.0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0.00 

其它附加资本 0.00 

最低资本 39,749,194.84 

 

（二） 最低资本明细 

1.  保费风险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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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风险 风险暴露 风险因子 基础因子 特征因子 1 特征因子 2 特征因子 3 

车险       

财产险       

船货特险       

责任险       

农业险       

信用保证险 1,973,972.83 0.5137 0.467 0.1 0 - 

短意险 24,747,020.15 0.0935 0.085 0.1 0 - 

短健险 16,435,034.23   0.2288 0.208 0.1 0 - 

短寿险       

其他险       

2.  准备金风险 

准备金风险 风险暴露 风险因子 基础因子 特征因子 

车险    - 

财产险    - 

船货特险    - 

责任险    - 

农业险    - 

信用保证险 460,878.38 0.505 0.505 0 

短意险   611,067.93 0.193 0.193 0 

短健险 1,575,920.44 0.247 0.247 0 

短寿险    - 

其他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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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费及准备金风险 

保费及准备金风险 保费风险最低资本 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风险分散前） 

车险                -                     -                                             -    

财产险                -                     -                                             -    

船货特险                -                     -                                             -    

责任险                -                     -                                             -    

农业险                -                     -                                             -    

信用保证险  1,014,029.84   232,743.58   1,148,231.26  

短意险  2,313,846.38   117,936.11   2,375,011.59  

短健险  3,760,335.83   389,252.35   3,969,302.52  

短寿险                -                     -                                             -    

其他险                -                     -                                             -    

分散化                -                     -    1,823,187.64  

合计                -                     -                                    5,669,357.73 
 

4.  巨灾风险 

巨灾风险 风险暴露 最低资本 

车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财产险台风及洪水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财产险地震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农业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巨灾风险分散效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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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寿险业务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5.  权益价格风险-证券投资基金交易 

行次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发行方 

持仓数

量

（份） 

购买成本 
认可价

值 
风险暴露 

基础因

子 RF0 

特征系

数 K1 
最低资本 

1 债券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1.1 普通债券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1.2 分级债券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1.2.1 
分级债券基金-

优先级 
-- -- -- 0.00 0.00 0.00 -- -- 0.00  

1.2.2 
分级债券基金-

劣后级 
-- -- -- 0.00 0.00 0.00 -- -- 0.00  

2 股票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2.1 普通股票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2.2 分级股票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2.2.1 
分级股票基金-

优先级 
-- -- -- 0.00 0.00 0.00 -- -- 0.00  

2.2.2 
分级股票基金-

劣后级 
-- -- -- 0.00 0.00 0.00 --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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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基金 -- -- -- 0.00 0.00 0.00 -- -- 0.00  

4 货币市场基金 -- -- -- 
10,000,0

00.00 

10,000,

000.00 

10,000,0

00.00 
-- -- 100,000.00  

4.1 
华夏收益宝货币

市场基金 
001930 

华夏基

金管理

有限公

司 

10,000,

000.00 

10,000,0

00.00 

10,000,

000.00 

10,000,0

00.00 
0.0100 -- 100,000.00 

5 合计 -- -- -- 
10,000,0

00.00 

10,000,

000.00 

10,000,0

00.00 
-- -- 100,000.00 

6.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现金流动性管理工具 

行次 资产类别 认可价值 应收利息 RF0 最低资本 

1 未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的资金 19,032,765.56 694.01 19,033,459.57 -- 

1.1 库存现金 0.00 0.00 0.00 0.0000 

1.2 活期存款 8,922,965.05 694.01 8,923,659.06 0.0000 

1.3 货币基金 10,109,800.51 0.00 10,109,800.51 0.0000 

1.4 短期融资券 0.00 0.00 0.00 0.0000 

1.5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0.0000 

1.6 央行票据 0.00 0.00 0.00 0.0000 

1.7 商业银行票据 0.00 0.00 0.00 0.0000 

1.8 大额可转让存单 0.00 0.00 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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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拆出资金 0.00 0.00 0.00 0.0000 

1.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清备付金 0.00 0.00 0.00 0.0000 

2 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的资金 0.00 0.00 0.00 0.0000 

3 合计 19,032,765.56 694.01 19,033,459.57 -- 

 

7.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银行存款 

行次 资产类别 认可价值 应收利息 RF0 最低资本 

1 定期存款、协议存款 650,000,000.00 5,014,166.67 655,014,166.67 -- 

1.1 各级资本充足率全部达到监管要求 650,000,000.00 5,014,166.67 655,014,166.67 -- 

1.1.1 国有商业银行 150,000,000.00 2,363,125.00 152,363,125.00 0.0000 

1.1.2 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50,000,000.00 640,625.00 50,640,625.00 0.0100 

1.1.3 
城市商业银行、国际信用评级在 A级以上

的外资商业银行 

450,000,000.00 2,010,416.67 452,010,416.67 0.0300 

1.1.4 其他境内商业银行和境外银行 0.00 0.00 0.00 0.0000 

1.2 各级资本充足率未全部达到监管要求 0.00 0.00 0.00 -- 

1.3 其他存款机构 0.00 0.00 0.00 -- 

1.3.1 政策性银行 0.00 0.00 0.00 -- 

2 结构性存款 0.00 0.00 0.00 -- 

2.1 提前支取银行保证本金 0.00 0.00 0.00 -- 

2.1.1 各级资本充足率全部达到监管要求 0.00 0.00 0.00 0.0000 

2.1.1.1 国有商业银行 0.00 0.00 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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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0.00 0.00 0.00 0.0000 

2.1.1.3 
城市商业银行、国际信用评级在 A级以上

的外资商业银行 

0.00 0.00 0.00 0.0000 

2.1.1.4 其他境内商业银行和境外银行 0.00 0.00 0.00 -- 

2.1.2 各级资本充足率未全部达到监管要求 0.00 0.00 0.00 -- 

2.2 提前支取银行不保证本金 650,000,000.00 5,014,166.67 655,014,166.67 -- 

3 合计 650,000,000.00 5,014,166.67 655,014,166.67 -- 

 

8.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分出业务再保险资产 

行次  
再保分入人名

称 

是否为

境内独

立法人

机构 

偿付能

力充足

率 

是否有担

保措施  

是否为寿

险业务修

正共保业

务 

是否为母

公司/关

联机构  

应收分保

准备金  

应收分

保款项  

风险

暴露 

基础因子

RF0 

特征系

数 K1 

特征系

数 K2 
最低资本 

1 境内再保分入人 -- -- -- -- -- 0.00 0.00 0.00 -- -- -- 0.00  

1.1 
中国财产再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是 

1|200%

或以上 
-- 否 -- -- -- -- 0.0050 -- -- 

-- 

 

1.2 
劳合社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是 

1|200%

或以上 
-- 否 -- -- -- -- 0.0050 -- -- -- 

2 境外再保分入人 -- -- -- -- -- 0.00 0.00 0.00 -- -- -- 0.00 

2.1 
各级偿付能力充

足率全部达到监
-- -- -- -- -- 0.00 0.00 0.0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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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要求 

2.1.1 

Korean 

Reinsurance 

company 

-- -- 否 否 否 -- -- -- 0.5880  -- 
-- 

 

2.1.2 

Trust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mpany B.S.C.(c) 

-- -- 否 否 否 -- -- -- 0.5880  -- 
-- 

 

2.1.3 
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 -- 否 否 否 -- -- -- 0.5880  -- -- 

2.2 

各级偿付能力充

足率未全部达到

监管要求 

-- -- -- -- -- 0.00 0.00 0.00 --     0.00  

3 合计 -- -- -- -- -- 0.00 0.00 0.00 -- -- -- 0.00 

9.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应收保费 

行次 项目 认可价值 基础因子 RF0 最低资本 

1 
农业保险、与各级政府合作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

享受各级政府保费补贴的业务 
           -     --       -    

1.1 不大于 9个月            -             -         -    

1.2 （9个月，12个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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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个月，18个月]            -             -         -    

1.4 18个月以上            -             -         -    

2 其他业务            -     --   -  

2.1 不大于 6个月 -           -         -    

2.2 （6个月，12个月]            -             -         -    

2.3 12个月以上            -             -         -    

3 
未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保险业务所对应的应收

及预付款项 
20,068,855.70 20,068,855.70 -- 62,052.16 

3.1 不大于 6个月 
19,944,751.39 19,944,751.39 0.0000 0.00 

3.2 （6个月，12个月] 
124,104.31 124,104.31 0.5000 62,052.16 

3.3 12个月以上 
0.00 0.00 0.0000 0.00 

4 合计 
20,068,855.70 20,068,855.70 -- 62,052.16 

 

10.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其他应收款 

行次 交易对手名称 债权净额 基础因子 RF0 最低资本 

1 预付赔款、待抵扣的预交税费              -    --            -    

2 其他应收及预付款项 
4,062,242.06 4,062,242.06 -- 

2.1 其他应收款-费控系统借款 2,281,375.36 2,281,375.36 0.0300 

2.2 其他应收款-其他 1,099,147.68 1,099,147.68 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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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应收款-外单位款项 357,686.59 357,686.59 0.0300 

2.4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169,032.43 169,032.43 0.0300 

2.5 其他应收款-预付款-其他 155,000.00 155,000.00 0.0300 

2.6 其他应收款-员工款项 4,062,242.06 4,062,242.06 -- 

3 合计 
4,062,242.06 4,062,242.06 -- 

 

11.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信托计划 

暂无。 

12.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管理产品 

暂无。 

13.  权益价格风险—资产管理产品 

行次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持仓数量

（份）  
购买成本  认可价值  风险暴露  基础因子 RF0 最低资本  

1 无法穿透 -- -- 293,451,397.14 293,451,397.14 293,451,397.14 -- 30,907,083.83 

1.1 资产管理产品-权益类 -- -- 70,000,000.00 70,000,000.00 70,000,000.00 -- 1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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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恒泰众惠 2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 70000000.00 70,000,000.00 70,000,000.00 70,000,000.00 0.2500 17,500,000.00 

1.2 
资产管理产品-固定收益

类 
-- -- 223,451,397.14 223,451,397.14 223,451,397.14 -- 13,407,083.83  

1.2.1 
中意资产日日增利资产管

理产品 
-- 51043832.84 51,043,832.84 51,043,832.84 51,043,832.84 0.0600 

3,062,629.97 

 

1.2.2 华安资产安鑫货币产品 -- 51360786.29 51,360,786.29 51,360,786.29 51,360,786.29 0.0600 
3,081,647.18 

 

1.2.3 
阳光资产安享 1 号资产

管理产品 
--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600 

3,000,000.00 

 

1.2.4 
平安资产如意 19 号资产

管理产品？ 
--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600 

3,000,000.00 

 

1.2.5 
泰康资产稳利流动性资产

管理产品 
-- 20046778.01 20,046,778.01 20,046,778.01 20,046,778.01 0.0600 

1,202,806.68 

 

1.2.6 
恒泰众惠 1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0.0600 60,000.00 

1.3 资产管理产品-另类 -- -- 0.00 0.00 0.00 -- 0.00  

1.4 资产管理产品-混合类 -- -- 0.00 0.00 0.00 -- 0.00  

2 可穿透 -- -- 0.00 0.00 -- -- -- 

2.1 资产管理产品-权益类 -- -- 0.00 0.00 -- -- --  

2.2 资产管理产品-固定收益 -- -- 0.00 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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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2.3 资产管理产品-另类 -- -- 0.00 0.00 -- -- --  

2.4 资产管理产品-混合类 -- -- 0.00 0.00 -- -- --  

 合计 -- -- 293,451,397.14 293,451,397.1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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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外部机构意见 

（一） 对最低资本和实际资本审计意见的说明 

本季度报告不会由独立第三方外部机构进行审计。2017 年第四季度的报告

会由独立第三方外部机构进行审计，并在报告中披露。 

（二） 外部机构出具的其他独立意见 

本季度报告不会由独立第三方外部机构进行审计。2017 年第四季度的报告

会由独立第三方外部机构进行审计，并在报告中披露。 

（三） 报告期外部机构的更换情况 

1.  报告期是否更换了为本社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是□否■） 

2.  报告期是否更换了出具其他独立意见的外部机构？（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