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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28) 

 

 內幕消息 

有關發行資本補充債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本公告乃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發出。 

 

茲提述本公司關於發行資本補充債券日期為二零一六年四月二十七日的公佈、二零一

六年五月十日的通函和二零一六年六月二十四日的公佈。本公司已獲得中國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關於本公司發行不超過人民幣 150 億元的 10 年期資本

補充債券的批准。根據有關規定，就本公司發行資本補充債券事宜，本公司將在中國

貨幣網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國債券信息網 www.chinabond.com.cn 公佈發行文

件。該發行文件將披露本公司以下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的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本公司資產負債表 

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金額) 

貨幣資金 15,044,538 

交易性金融資產 19,210,450 

衍生金融資產 -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6,417,090 

應收利息 6,568,404 

應收保費 25,126,324 

應收分保賬款 17,317,265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0,513,664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18,999,629 

定期存款 67,284,82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7,902,697 

持有至到期投資 40,938,083 

歸入貸款及應收款項類的投資 52,283,478 

長期股權投資 10,89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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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出資本保證金 2,965,703 

投資性房地產 4,980,292 

固定資產 14,102,586 

無形資產 4,254,66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933,129 

其他資產 6,254,428 

資產總計 461,991,846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8,820,646 

預收保費 9,054,522 

應付手續費 7,079,783 

應付分保賬款 16,652,366 

應付職工薪酬 10,591,580 

應交稅費 8,949,644 

應付賠付款 1,677,610 

應付保單紅利 62,339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 2,433,367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14,468,144 

未決賠款準備金 128,366,593 

保費準備金 2,962,436 

應付債券 11,122,140 

遞延所得稅負債 6,229,173 

其他負債 8,010,533 

負債合計 346,480,876 

股本 14,828,510 

資本公積 18,985,549 

其他綜合收益 11,645,098 

盈餘公積 30,804,589 

一般風險準備 7,527,803 

大災風險利潤準備金 1,885,477 

未分配利潤 29,833,94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115,510,970 

少數股東權益 -                                                

股東權益合計 115,510,97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461,991,846 

 

本公司利潤表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金額) 

營業收入 210,661,105 

已賺保費 199,60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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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收入 234,490,790 

其中：分保費收入 489,180 

減：分出保費 24,288,524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0,597,569 

投資收益 9,977,302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26,573 

匯兌損益 164,740 

其他業務收入 887,793 

營業支出 193,001,104 

賠付支出 124,135,331 

減：攤回賠付支出 12,168,447 

提取未決賠款準備金 14,841,333 

減：攤回未決賠款準備金 2,052,894 

提取保費準備金 656,137 

保單紅利支出 1,121 

分保費用 131,904 

營業稅金及附加 5,794,773 

手續費支出 33,441,981 

業務及管理費 35,564,700 

減：攤回分保費用 8,284,812 

其他業務成本 173,482 

資產減值損失 766,495 

營業利潤 17,660,001 

加：營業外收入 174,852 

減：營業外支出 120,513 

利潤總額 17,714,340 

減：所得稅費用 3,986,124 

淨利潤 13,728,216 

 

本公司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金額)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227,129,274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7,281,335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127,242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54,537,851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120,245,789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7,768,876  

支付手續費的現金 -30,26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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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項稅費 -28,347,089  

支付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791,042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減少額 -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29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46,735,67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44,156,25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381,59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99,946,895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9,106,960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到的現金 36,075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1,329,1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20,419,030  

投資支付的現金 -112,814,484  

取得的聯營公司投資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1,443,817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14,258,30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160,729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                                               

贖回次級債支付的現金 -5,000,00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淨減少額 -3,936,672  

分配股利所付的現金 -4,507,867  

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269,000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454,661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4,168,20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168,20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53,1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2,427,287  

 

上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按照中國企業會

計準則編製，未經本公司審計師審核或審閱，及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董事會秘書 

                                張孝禮 

 

中國北京，二零一六年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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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爲吳焰先生（執行董事），副董事長爲林智勇先生（執行董事），非執行董事爲王銀成
先生、俞小平女士及李濤先生，王和先生爲執行董事，獨立非執行董事爲林漢川先生、盧重興先生、那國毅先生、
馬遇生先生及初本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