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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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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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上年
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6年1月1日 2015年1月1日
  至6月30日期間 至6月30日期間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總保費收入 4 161,893 146,232
   

已賺淨保費 4 129,156 115,740
已發生淨賠款 5 (77,726) (71,116)
保單獲取成本淨額  (30,872) (24,825)
其他承保費用  (10,459) (9,551)
行政及管理費用  (3,653) (4,057)
   

承保利潤  6,446 6,191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6 8,002 7,592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收益 7 (558) 5,543
投資費用  (128) (445)
匯兌收益╱（損失）淨額  139 (19)
其他收入  154 161
其他支出  (68) (75)
財務費用  (516) (788)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157 388
   

除稅前利潤 8 13,628 18,548

所得稅 9 (2,980) (4,12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0,648 14,42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11 0.718 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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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6年1月1日 2015年1月1日
 至 6月30日期間 至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0,648 14,422
   

其他綜合收益
在後續期間可能被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損失）╱利得 (4,366) 9,289

  －重分類至利潤表的處置損失╱（收益） 515 (5,174)

 所得稅影響 963 (1,029)
   

 (2,888) 3,086
   

　現金流量套期淨（損失）╱收益 (4) 5

　所得稅影響 1 (1)
   

 (3) 4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支出）╱收益 (133) 285
   

在後續期間可能被重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綜合（支出）╱收益淨額 (3,024) 3,375
   

在後續期間不可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房屋及預付土地租金轉入投資物業重估利得 145 101

 所得稅影響 (36) (25)
   

 109 76
   

在後續期間不可重分類至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淨額 109 76
   

稅後其他綜合（支出）╱收益 (2,915) 3,45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7,733 17,873
   



3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111 22,828
 衍生金融資產  4 8
 債權類證券  113,810 107,404
 權益類證券和共同基金  62,049 68,714
 保險業務應收款，淨額 12 44,933 19,317
 分保資產 13 27,769 26,426
 定期存款  87,109 98,663
 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的投資  42,489 30,052
 預付款及其他資產  15,638 16,180
 聯營公司投資  10,890 8,584
 投資物業  4,831 4,783
 房屋、廠房及設備  14,278 14,110
 預付土地租金  3,286 3,351
 遞延稅項資產  3,766 –
   

總資產  451,963 420,420
   

負債
 應付分保賬款 14 16,191 9,141
 應付保險保障基金  746 741
 賣出回購證券款  20,984 23,688
 應付所得稅  3,567 2,943
 其他負債及預提費用  44,636 39,107
 保險合同負債 13 240,189 217,288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  2,363 2,226
 次級債  11,111 16,297
 遞延稅項負債  – 38
   

總負債  339,787 311,46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828 14,828
 儲備  97,343 94,118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112,171 108,946
 非控制性權益  5 5
   

總權益  112,176 108,951
   

總權益及負債  451,963 4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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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註冊辦公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 2號院 2號樓（郵編 100022）。

本公司及子公司（統稱為「合併」）主要經營財產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業務。具體的業務分部信息在附註 3中詳細介
紹。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母公司和最終的控股公司是在中國境內成立的中國人民保險集團。

2. 編制基礎及主要會計政策

(a) 編制基礎

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要求以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規定的披露要求而編制的。

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需要披露的所有信息，故應當與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b) 主要會計政策

除了投資物業、部分金融工具以及保險合同負債外，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慣例編制。本簡明合
併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報，除個別說明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到百萬位（百萬元）。

歷史成本一般是基於為取得產品和服務所支付的對價的公允價值。

除下述採納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的新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制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制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一致。本公司及子公司未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
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解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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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採用

以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於本財務報告期間開始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修訂） 取得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披露更新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第 38號（修訂） 折舊和攤銷使用方法的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第 41號（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第 12號
 和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 投資主體：適用合併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2-2014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披露更新

過去，本公司及子公司將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中的份額與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一併按性
質合併呈報。

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按權益法核算的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總額，劃分為以下兩項單獨披露：

• 在後續期間不可重分類至損益的部分；以及

• 滿足特定條件以後，在後續期間可以重分類至損益的部分。

由於此變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中其他綜合收益的部分項目進行了重分類，以符合新
規定。同時，本公司及子公司在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中單獨設置了一項儲備項目，用以匯總應佔聯營公司
的其他綜合收益累計金額。

除此之外，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各項修訂不會對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的財務狀況或財務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3. 業務分部報告

本公司及子公司各業務分部的呈報方式與內部管理呈報至總裁辦公室用於決策資源分配和業績評價的方式一致。

按照管理要求，本公司及子公司根據經營產品和提供服務劃分業務分部，具體的八大業務分部呈報如下：

(a) 機動車輛險分部提供與機動車輛相關的保險產品；

(b) 企業財產險分部提供與企業財產相關的保險產品；

(c) 貨物運輸險分部提供與貨物運輸相關的保險產品；

(d) 責任險分部提供與保戶責任相關的保險產品；

(e)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分部提供與意外傷害和醫療費用相關的保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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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農險分部提供與農業相關的保險產品；

(g) 其他險分部主要包括與家財、特殊風險、船舶、工程和信用等相關的保險產品；及

(h) 未能分配部分分部包括投資活動的收入和費用、應佔聯營公司利潤、營業外收入和支出及本公司及子公司
未能分配的收入和開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損益分部信息分別呈報如下：

  未能
 保險業務分部 分配部分 合計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 機動 企業 貨物  意外傷害   

 

止 6個月 車輛險 財產險 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農險 其他險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總保費收入 108,397 7,804 1,614 7,323 16,429 12,777 7,549 – 161,893
         

已賺淨保費 102,211 4,038 1,114 4,673 8,957 4,855 3,308 – 129,156

已發生淨賠款 (59,819) (2,038) (448) (2,587) (7,870) (3,130) (1,834) – (77,726)

保單獲取成本淨額 (27,726) (943) (305) (1,087) (580) 297 (528) – (30,872)

其他承保費用 (7,663) (526) (53) (413) (383) (871) (550) – (10,459)

行政及管理費用 (2,344) (279) (109) (196) (106) (340) (279) – (3,653)
         

承保利潤 4,659 252 199 390 18 811 117 – 6,44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 – – – – – – 8,002 8,002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
 投資淨損失 – – – – – – – (558) (558)

投資費用 – – – – – – – (128) (128)

匯兌收益淨額 – – – – – – – 139 139

財務費用 – – – – – – – (516) (516)

其他收入及支出淨額 – – – – – – – 86 86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 – – – – – – 157 157
         

除稅前利潤 4,659 252 199 390 18 811 117 7,182 13,628
         

所得稅 – – – – – – – (2,980) (2,98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
 利潤
 －分部經營成果 4,659 252 199 390 18 811 117 4,202 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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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
 保險業務分部 分配部分 合計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機動車 企業 貨物  意外傷害   

 

止 6個月 輛險 財產險 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農險 其他險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總保費收入 98,807 8,205 1,795 6,119 12,179 12,588 6,539 – 146,232
         

已賺淨保費 91,588 4,264 1,240 4,065 6,700 4,883 3,000 – 115,740

已發生淨賠款 (56,550) (2,011) (452) (2,223) (5,547) (2,880) (1,453) – (71,116)

保單獲取成本淨額 (21,794) (1,042) (322) (1,040) (530) 282 (379) – (24,825)

其他承保費用 (6,706) (545) (157) (339) (405) (958) (441) – (9,551)

行政及管理費用 (2,616) (213) (80) (143) (474) (293) (238) – (4,057)
         

承保利潤╱（虧損） 3,922 453 229 320 (256) 1,034 489 – 6,191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 – – – – – – 7,592 7,592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
 投資淨收益 – – – – – – – 5,543 5,543

投資費用 – – – – – – – (445) (445)

匯兌損失淨額 – – – – – – – (19) (19)

財務費用 – – – – – – – (788) (788)

其他收入及支出淨額 – – – – – – – 86 86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 – – – – – – 388 388
         

除稅前利潤╱（虧損） 3,922 453 229 320 (256) 1,034 489 12,357 18,548
         

所得稅 – – – – – – – (4,126) (4,12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
 利潤╱（虧損）
 －分部經營成果 3,922 453 229 320 (256) 1,034 489 8,231 1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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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資產及負債分部信息分別呈報如下：

  未能
 保險業務分部 分配部分 合計
   

 機動車 企業 貨物  意外傷害
2016年 6月 30日 輛險 財產險 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農險 其他險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分部資產 11,972 11,530 1,723 6,296 11,482 14,747 17,591 376,622 451,963
         

分部負債 177,196 17,970 3,097 16,108 19,480 18,696 22,805 64,435 339,787
         

  未能
 保險業務分部 分配部分 合計
   

 機動車 企業 貨物  意外傷害
2015年 12月 31日 輛險 財產險 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農險 其他險  

（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分部資產 9,913 8,483 1,340 4,422 4,500 5,881 14,084 371,797 420,420
         

分部負債 171,110 15,214 2,993 13,756 11,960 11,282 20,002 65,152 311,469
         

管理層通過分別監控本公司及子公司各業務經營分部的業績，來幫助業績評價。分部業績的評價主要是以各呈
報分部的經營成果，即以保險業務收入和費用為主要衡量標準的承保利潤╱（虧損）（分部 (a)到 (g)），以及以未能
分配部分的收入和費用（分部 ( h )），主要包括投資相關的收入和費用，為主要衡量標準的除承保利潤╱（虧損）以
外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利潤╱（虧損）。所得稅費用未能在各業務經營分部中進一步分攤，被歸入未能分配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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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保費收入和已賺淨保費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總保費收入
直接承保保費 161,562 145,926

分保業務保費 331 306
  

 161,893 146,232
  

已賺淨保費
總保費收入 161,893 146,232

減：分出保費 (16,483) (15,917)
  

淨保費收入 145,410 130,315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毛額變動 (17,846) (15,633)

減：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再保部分變動 1,592 1,058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淨額變動 (16,254) (14,575)
  

已賺淨保費 129,156 115,740
  

5. 已發生淨賠款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賠款支出毛額 80,732 70,541

減：攤回分保賠款 (8,310) (8,039)
  

賠款支出淨額 72,422 62,502
  

未決賠款準備金的毛額變動 5,055 8,167

減：未決賠款準備金的再保部分變動 249 447
  

未決賠款準備金的淨額變動 5,304 8,614
  

已發生淨賠款 77,726 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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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投資物業租賃收入 125 134

利息收入
 活期及定期存款 2,727 2,869

 債權類證券
  －持有至到期 1,061 1,047

  －可供出售類 1,436 1,595

  －交易性 14 29

 衍生金融資產 14 4

 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的投資 1,011 615
  

小計 6,263 6,159
  

權益類證券和共同基金的股息收入
 －可供出售類 1,437 1,226

 －交易性 177 73
  

小計 1,614 1,299
  

合計 8,002 7,592
  

7.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收益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已實現投資收益╱（損失）：
 債權類證券
  －可供出售類 61 33

  －交易性 12 5

 權益類證券和共同基金
  －可供出售類 (576) 5,141

  －交易性 (90) 270

未實現投資（損失）╱收益：
 分類為交易性的債權類證券 (7) 3

 分類為交易性的權益類證券和共同基金 (15) 19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57 72
  

 (558) 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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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利潤

本公司及子公司除稅前利潤乃扣除下列各項達成：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員工費用 14,805 14,657

房屋、廠房及設備折舊 774 886

預付土地租金的攤銷 94 72

保險業務應收款減值損失 364 546

預付款及其他資產減值損失 189 –

經營租賃項下有關土地及建築物的最低租賃付款 326 335
  

9. 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準備是根據本公司及子公司在各期間適用相關中國所得稅法定稅率 2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5%）計提的。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當期
 －本期間稅項支出 5,857 6,540

 －以前期間調整 – 6

遞延稅項 (2,877) (2,420)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2,980 4,126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未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

遵循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股東大會的批復，本公司宣告發放二零一五年度末期股息每普通股人民幣
0.304元，共計人民幣 45.08億元。

遵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股東大會的批復，本公司宣告發放二零一四年度末期股息每普通股人民幣
0.270元，共計人民幣 40.0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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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的具體計算如下：

 2016年1月1日至 2015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收益：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10,648 14,422
  

股份：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百萬股） 14,828 14,828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718 0.973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不存在發行在外的潛在
普通股，所以無需披露攤薄每股收益。

12. 保險業務應收款，淨額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 30,100 9,823

應收分保賬款 18,066 12,366
  

 48,166 22,189
  

減：減值準備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 (3,039) (2,684)

   應收分保賬款 (194) (188)
  

 44,933 1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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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保險業務應收款扣除減值準備後按應收款約定付款日計算的賬齡分析：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未逾期 20,513 14,609

一個月以內 6,416 893

一至三個月 7,260 1,691

三至六個月 8,744 793

六至十二個月 986 1,079

一至兩年 917 163

兩年以上 97 89
  

 44,933 19,317
  

本公司及子公司保險業務應收款中含本公司及子公司應收一同系子公司餘額人民幣 2.34億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1.00億元）。

本公司及子公司只對公司客戶或通過保險中介購買部分保險的個人客戶進行信用銷售。一般情況下，針對一個
保單持有人最長信用期限為 3個月，但是可酌情給予更長的信用期限。針對大客戶和部分跨年保單，一般安排分
期付款。本公司的主要績效指標之一就是及時收回保費的能力。本公司的應收保費涉及大量多元化的客戶，因
此保險應收款並無重大的信用集中風險。

除了國有再保險公司以外，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與 Standard & Poor’s信用評級為A-級（或其他國際評級機構（如
A.M. Best、Fitch和Moody’s）的同等評級）及以上的再保險公司進行分保。管理層定期對再保險公司的信用進行
評估以更新分保策略，並確定合理的再保資產減值準備。

13. 保險合同負債及分保資產

以下是保險合同負債及其對應的分保資產的分析：

 2016年 6月 30日（未經審核金額） 2015年 12月 31日（經審核金額）
 毛額 分保部分 淨額 毛額 分保部分 淨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20,761 (10,899) 109,862 102,915 (9,307) 93,608

未決賠款準備金 119,428 (16,870) 102,558 114,373 (17,119) 97,254
      

 240,189 (27,769) 212,420 217,288 (26,426) 19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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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分保賬款

應付分保賬款分析如下：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應付分保賬款結餘 16,191 9,141
  

應付分保賬款結餘是不計利息的，均於結算日後 3個月內到期或須即期支付。

本公司及子公司應付分保賬款中含本公司及子公司應付一同系子公司餘額人民幣 2.52億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1.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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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的討論與分析

概覽

二零一六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逐步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
入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扎實推動，為國內保險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帶來新的歷史
機遇。與此同時，保險市場競爭日益加劇、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推行、「營改增」稅制調整變化等
因素，對公司發展提出更高挑戰。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競爭日益加劇的市場環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公司把握發展
對標市場和盈利優於市場兩大關鍵，持續提升發展能力、盈利能力和服務能力，贏得商車費率改
革主動權，增量保費穩居第一，市場份額逆勢回升，不斷以專業能力提升承保盈利引領地位，取
得業務發展與承保業績雙雙超越市場的佳績。

• 市場份額逆勢回升，市場地位更加鞏固。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總保費收入
達到 1,618.9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0.7%；實現增量保費 156.36億元人民幣，穩居行業榜
首。其中，機動車輛險總保費收入 1,083.9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9.7%；非車險總保費收入
534.9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2.8%。市場份額為中國財產保險市場的 34.9%（附註），扭轉了
公司上市以來市場份額下滑的趨勢，較二零一五年中期和二零一五年末分別提高0.7和1.5個百
分點，市場地位更加鞏固。

附註：根據保監會網站公佈的中國保險行業數據計算。

• 承保業績再創新高，淨資產收益率領先市場。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綜合成本
率 95.0%，低於行業平均水平；實現承保利潤 64.4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1%；但受資本市
場波動影響，投資收益同比大幅下降導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06.48億元人民幣，同
比降低 26.2%；年化淨資產收益率 19.3%，處於同業領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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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實力穩步增強，內在品質更加卓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總資產、
股東權益和投資資產穩步增長，總資產達到4,519.6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末增長7.5%；
股東權益總額 1,121.7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末增長 3.0%；投資資產規模穩步增長，達
到 3,453.44億元人民幣。償二代正式實施，公司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 250.8%，綜合償付能力
充足率 279.6%，較償一代下大幅提升。由於本公司突出的行業地位和持續提升的綜合實力，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對本公司的保險財務實力評級 (Aa3)為中國內地最高評級。

承保業績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保險業務若干財務指標及其佔已賺淨保費的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已賺淨保費 129,156 100.0 115,740 100.0

    

已發生淨賠款 (77,726) (60.2) (71,116) (61.5)

費用總額 (44,984) (34.8) (38,433) (33.2)
    

    

承保利潤 6,446 5.0 6,19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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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保費收入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總保費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機動車輛險 108,397 98,807

企業財產險 7,804 8,205

責任險 7,323 6,119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16,429 12,179

貨運險 1,614 1,795

農險 12,777 12,588

其他險種 7,549 6,539
  

  

全險種 161,893 146,232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按渠道類別統計的直接承保保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同比增加╱ 

 金額 佔比 （減少） 金額 佔比
 人民幣百萬元 % % 人民幣百萬元 %

直接銷售渠道 57,460 35.6 -3.9 59,783 41.0

代理銷售渠道 95,630 59.2 22.7 77,961 53.4

 其中：個人代理 52,271 32.4 24.2 42,080 28.8

    兼業代理 25,750 15.9 1.8 25,306 17.4

    專業代理 17,609 10.9 66.5 10,575 7.2

保險經紀渠道 8,472 5.2 3.5 8,182 5.6
     

總計 161,562 100.0 10.7 145,926 100.0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總保費收入達 1,618.9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1,462.32億元人民幣增加156.61億元人民幣（或10.7%）。整體業務穩步增長主要由於機動車輛險、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責任險、信用保證險等業務的較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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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機動車輛險的總保費收入為 1,083.9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的 988.07億元人民幣增加 95.90億元人民幣（或 9.7%）。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國內新
車銷量增速有所回升，本公司及子公司積極應對商車費率改革，採取積極的承保政策，強化考核
激勵，繼續實施優質業務轉保率提升計劃，存量業務競回工作成效明顯，新保、轉保業務有力帶
動機動車輛險總保費收入平穩增長。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企業財產險的總保費收入為 78.04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的 82.05億元人民幣減少 4.01億元人民幣（或 -4.9%）。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企業財產險市場
下行環境下競爭日趨激烈，本公司及子公司財產保險綜合險和機器損壞險業務有所下滑。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責任險的總保費收入為 73.2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的 61.19億元人民幣增加 12.04億元人民幣（或 19.7%）。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在
保持產品、僱主、公眾、醫療責任險等傳統業務快速增長的同時，繼續加大創新產品、分散性業
務的推廣力度，首台（套）重大技術裝備綜合險、訴訟財產保全責任險、機動車延長保修責任險、
家庭成員責任險、網絡購物運費損失險、雲計算服務責任險等新興業務成為新的增長點。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意外傷害及健康險的總保費收入為 164.29億元人民幣，較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121.79億元人民幣增加 42.50億元人民幣（或 34.9%），主要受大病保險業務快速
增長所致，帶動本公司健康險市場份額進一步提升，此外，本公司及子公司建築工程、機動車駕
乘及借款人意外險也取得較快增速。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貨運險的總保費收入為 16.14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的17.95億元人民幣減少1.81億元人民幣（或-10.1%）。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國際航運市場低迷，
國內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進出口貿易下滑，貨運險保源減少、費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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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農險的總保費收入為 127.7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的 125.88億元人民幣增加 1.89億元人民幣（或 1.5%）。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伴隨農險市場擴大開
放，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整體業務難以呈現承辦初期的爆發性增長態勢，本公司及子公司農險業
務增長點主要集中於養殖險業務。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險種的總保費收入為 75.4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的 65.39億元人民幣增加 10.10億元人民幣（或 15.4%）。其中，本公司及子公司短期出口信用
險、個人信用貸款保證保險、金融機構貸款損失信用險業務增速較快。

已賺淨保費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已賺淨保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機動車輛險 102,211 91,588

企業財產險 4,038 4,264

責任險 4,673 4,065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8,957 6,700

貨運險 1,114 1,240

農險 4,855 4,883

其他險種 3,308 3,000
  

  

全險種 129,156 115,740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已賺淨保費為 1,291.5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1,157.40億元人民幣增加 134.16億元人民幣（或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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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生淨賠款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已發生淨賠款及其佔相應險種已賺淨保費的百分比（即「賠付
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已發生淨賠款 賠付率 已發生淨賠款 賠付率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機動車輛險 (59,819) (58.5) (56,550) (61.7)

企業財產險 (2,038) (50.5) (2,011) (47.2)

責任險 (2,587) (55.4) (2,223) (54.7)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7,870) (87.9) (5,547) (82.8)

貨運險 (448) (40.2) (452) (36.5)

農險 (3,130) (64.5) (2,880) (59.0)

其他險種 (1,834) (55.4) (1,453) (48.4)
    

全險種 (77,726) (60.2) (71,116) (61.5)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已發生淨賠款為 777.2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711.16億元人民幣增加 66.10億元人民幣（或 9.3%），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61.5%降低 1.3

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60.2%。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機動車輛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598.1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的 565.50億元人民幣增加 32.69億元人民幣（或 5.8%），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的 61.7%降低 3.2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58.5%。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加
強承保風險管控，優化業務結構，提升業務質量，家庭自用車業務佔比持續提高，機動車輛險出
險率有所下降；同時，通過加強車行分類資源配置調控，深化配件工時垂直管控，強化資源送修
和對價管理等措施多方位強化理賠成本管控，機動車輛險賠付率同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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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企業財產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20.38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
年上半年的20.11億元人民幣增加0.27億元人民幣（或1.3%），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47.2%

提高 3.3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50.5%。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由於受各地暴雨洪澇、6.23

江蘇鹽城龍捲風等自然災害影響，企業財產險賠付率有所上升。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責任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25.8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的 22.23億元人民幣增加 3.64億元人民幣（或 16.4%），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54.7%提
高 0.7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55.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僱主、公眾、
醫療、校園方責任險賠款同比上升，責任險賠付率小幅提高。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意外傷害及健康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78.70億元人民幣，較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55.47億元人民幣增加 23.23億元人民幣（或 41.9%），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的 82.8%上升 5.1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87.9%。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大病保險業務快
速發展，其業務責任範圍廣、保障程度高，推動意外傷害及健康險整體賠付率上升。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貨運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4.48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的4.52億元人民幣減少0.04億元人民幣（或 -0.9%），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36.5%上升
3.7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40.2%。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貨運險賠付率有
所上升。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農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31.3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的 28.80億元人民幣增加 2.50億元人民幣（或 8.7%），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59.0%上升
5.5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64.5%。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由於受年初南方寒潮及近期各地
暴雨洪澇等自然災害影響，本公司及子公司承保種植險受災程度強於去年同期。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險種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18.34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的 14.53億元人民幣增加 3.81億元人民幣（或 26.2%），賠付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48.4%

上升 7.0個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55.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工程險賠付
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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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總額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費用總額及其佔相應險種已賺淨保費的百分比（即「費用
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費用總額 費用率 費用總額 費用率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機動車輛險 (37,733) (36.9) (31,116) (34.0)

企業財產險 (1,748) (43.3) (1,800) (42.2)

責任險 (1,696) (36.3) (1,522) (37.4)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1,069) (11.9) (1,409) (21.0)

貨運險 (467) (41.9) (559) (45.1)

農險 (914) (18.8) (969) (19.8)

其他險種 (1,357) (41.0) (1,058) (35.3)
    

全險種 (44,984) (34.8) (38,433) (33.2)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費用總額 449.84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384.33

億元人民幣增加 65.51億元人民幣（或 17.0%），費用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33.2%上升 1.6個
百分點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34.8%。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強化市場對標，積極調整市場
策略，實施積極銷售政策，實現市場份額逆勢回升，優質業務獲取能力不斷提升，承保費用率
32.0%，同比上升 2.3個百分點；同時，本公司落實全面預算管理，實施成本領先戰略，深化節約
型機關建設，嚴控管理費用開支，管理費用率 2.8%，同比下降 0.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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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利潤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承保利潤╱（虧損）及其佔相應險種已賺淨保費的百分比（即
「承保利潤╱（虧損）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承保利潤╱ 承保利潤╱
 承保利潤 承保利潤率 （虧損） （虧損）率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機動車輛險 4,659 4.6 3,922 4.3

企業財產險 252 6.2 453 10.6

責任險 390 8.3 320 7.9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18 0.2 (256) (3.8)

貨運險 199 17.9 229 18.4

農險 811 16.7 1,034 21.2

其他險種 117 3.6 489 16.3
    

全險種 6,446 5.0 6,191 5.3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承保利潤為 64.4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61.91億元人民幣增加 2.55億元人民幣（或 4.1%）；承保利潤率 5.0%，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5.3%

下降 0.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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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業績

投資資產構成

下表列明所示日期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投資資產構成：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餘額 佔比 餘額 佔比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按投資對象分：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111 6.1  22,828 6.6

定期存款 87,109 25.2  98,663 28.7

債權類投資 113,810 33.0  107,404 31.2

權益類投資和共同基金 62,049 18.0  68,714 20.0

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的投資 42,489 12.3  30,052 8.7

投資物業 4,831 1.4  4,783 1.4

聯營公司投資 10,890 3.1  8,584 2.5

其他投資資產（附註） 3,055 0.9  2,997 0.9
    

投資資產合計 345,344 100.0 344,025 100.0
    

附註：其他投資資產主要包括衍生金融資產和存出資本保證金。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在穩固投資資產總規模的同時，根據資本市場狀況和自身風險偏好，
適時調整投資資產結構，提高投資組合質量，實現收益和風險的平衡。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積極把握市場操作機會適時調整權益類投資持倉比重；在嚴控風險、
確保本息償還安全性的前提下，加大對基礎設施債權投資計劃和資產管理產品的配置力度，謹慎
配置高信用評級、高資質的企業債券，擴展資金運用渠道，提高投資收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人保健康及人保健康的股東訂立增資協議，約定人保健
康將以發行新股方式進行增資，新增股份 2,118,644,067股，佔人保健康增資完成後總股本的約
24.73%，全部由本公司認購，認購價款約為 25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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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投資物業租賃收入 125 134

利息收入 6,263 6,159

股息收入 1,614 1,299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合計 8,002 7,592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為 80.02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的 75.92億元人民幣增加 4.10億元人民幣（或 5.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穩步擴充固
定收益類投資資產規模，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1.04億元人民幣（或 1.7%）；同時，上市公司分紅水平
及機制不斷提升完善，股息收入同比增加 3.15億元人民幣（或 24.2%）。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收益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實現投資（損失）╱收益 (593) 5,449

未實現投資（損失）╱收益 (22) 22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57 72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收益合計 (558) 5,543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受資本市場波動影響，本公司及子公司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5.58億
元人民幣，其中，已實現投資損失 5.93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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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績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或日期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整體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除稅前利潤 13,628 18,548

所得稅 (2,980) (4,12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0,648 14,422

總資產（附註） 451,963 420,420

附註：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數據。

除稅前利潤

由於上述各項，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除稅前利潤為 136.28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的 185.48億元人民幣減少盈利 49.20億元人民幣（或 -26.5%）。

所得稅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所得稅費用為 29.8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41.26億元人民幣減少 11.46億元人民幣。本公司及子公司所得稅費用減少，主要是因為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除稅前利潤下降所致。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綜合上述各項，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144.22億元人民幣減少37.74億
元人民幣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106.48億元人民幣。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基本
每股收益為 0.718元人民幣。



27

現金流量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5,349 11,09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037 (17,607)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8,103) 7,8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 (1,717) 1,287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為 53.4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的110.92億元人民幣減少57.43億元人民幣（或-51.8%）。一方面，由於市場競爭加劇
等原因，承保相關費用支出的金額及其佔保費現金流入的比例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公司大病保
險等財政支持型業務及助貸險業務發展迅速、佔比上升，這類業務由於政府撥款尚未到位或分期
繳費等原因導致應收保費在上半年增加較多，相應影響現金流入。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10.3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
年上半年增加現金流入186.44億元人民幣，主要為債權類、權益類投資交易及定期存款到期所致。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81.0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五
年上半年增加現金流出159.05億元人民幣，主要為2011年發行的50億元人民幣次級債贖回及賣出
回購證券回購交易所致。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 211.11億元人民幣。

流動性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流動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主要為已收取的保費。此外，
流動資金來源還包括利息及股息收入、已到期投資、出售資產及融資活動所得的款項。本公司及
子公司對流動資金的需求主要包括支付賠款及履行與未滿期保單有關的其他義務、資本開支、經
營費用、稅項、支付股息及投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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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分別發行 80億元人民幣和 30億元人民幣固定利率次
級定期債務，債務期限均為 10年，發售給中國境內的機構投資者，主要用於提高本公司的償付能
力。

除前述次級定期債務以外，本公司及子公司不以借款方式獲取營運資金。

本公司及子公司預期可以通過經營所得現金流滿足未來營運資金需求。本公司及子公司具有充足
的營運資金。

資本開支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在建經營性物業、購入經營性機動車輛以及開發信息系統方
面的開支。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資本開支為 9.49億元人民幣。

償付能力要求

二零一五年二月，保監會發佈償二代，保險業進入償二代過渡期。償二代建立了一套以風險為導
向的監管體系，科學全面地計量保險公司面臨的風險，使資本要求與風險更相關。根據過渡期試
運行情況，經國務院同意，保監會決定正式實施償二代，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保險公司
償付能力監管規則（第 1號－第 17號）》。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實際資本 1,196.76億元人民幣，核心資本 1,073.34億
元人民幣，最低資本 428.05億元人民幣，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為 279.6%，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為
250.8%。

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附註）為 72.7%，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70.2%提高了 2.5個百分點。

附註：資產負債率為香港公認會計準則下總負債（不含次級定期債務）與總資產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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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事項

鑒於保險業務的性質，本公司及子公司在某些日常業務相關的法律訴訟及仲裁中作為原告或被
告。這些法律訴訟主要牽涉本公司及子公司保單的索賠，且其部分損失有可能得到再保險公司的
補償或其他回收殘值的補償。儘管現時無法確定這些或有事項、法律訴訟或其他訴訟的結果，本
公司及子公司相信任何由此引致的負債不會對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構成嚴重的
負面影響。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存在若干未決法律訴訟事項。經考慮專業意見後，本
公司管理層認為該等法律訴訟事項不會對本公司及子公司產生重大損失。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指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債務人到期不能支付本金或者利息而導致本公司及子公司出現經濟
損失的風險。本公司及子公司面臨信用風險的資產主要集中於應收保險業務資產、再保險資產、
債權投資以及存放於商業銀行的銀行存款。

本公司及子公司只對公司客戶或通過保險中介購買部分保險的個人客戶進行信用銷售。本公司的
主要績效指標之一就是及時收回保費的能力。本公司的應收保費涉及大量多元化的客戶，因此保
險業務應收款並無重大的信用集中風險。

除了國有再保險公司以外，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與Standard & Poor’s信用評級為A-級（或其他國際
評級機構，如A.M. Best、Fitch、Moody’s的同等評級）及以上的再保險公司進行分保。本公司及
子公司管理層定期對再保險公司的信用進行評估以更新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分保策略，並確定合理
的再保資產減值準備。

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通過在投資前分析被投資公司的資信狀況，並嚴格遵守保監會關於企業債券
投資評級的相關規定，絕大部分債券品種的信用評級為AA級或以上，努力控制債權投資信用風
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通過將大部分的存款存放於國有銀行或者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控制並降低來
自銀行存款的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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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經營，人民幣亦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本位幣兼財務報表貨
幣。本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業務（包括部分企業財產保險、國際貨運險及航空險業務）是以外幣計值
（通常為美元），本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以外幣計值的部分銀行存款和債券類證券（通常為美元）等
資產以及以外幣計價的部分保險業務負債（通常為美元）也面臨匯率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本帳戶的外匯交易，須受外匯管制並經外匯管理局批准。中國政府的外匯政策
可能會使匯率出現波動。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是由於市場利率的變動而引起的金融工具的價值╱未來現金流量的變動的風險。本公司
及子公司的利率風險政策要求維持適當的固定和浮動利率工具組合以管理利率風險。該政策還要
求管理生息金融資產和付息金融負債的到期情況，一年內即須重估浮動利率工具的利息，並通過
利率互換等方式管理浮動利率風險。固定利率工具的利息則在有關金融工具初始確認時計價，且
在到期前固定不變。

利率互換

本公司持有的按照不同利率計息的金融資產會產生不確定的現金流量，為了防範此種利率風險，
本公司通過利率互換合同進行套期保值，從對手方收取固定利息並向其支付浮動利息。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的利率互換合同的名義總金額為 1億元人民幣。

新產品開發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緊緊圍繞市場熱點和客戶需求，向保險監管機關進行報批、報備的保
險條款和費率共計468個。其中：全國性條款和費率50個，地方性條款和費率418個；主險條款和
費率 403個，附加險條款和費率 65個。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公司正在經營使用的保險條款共計 9,805個，其中：全國性條款
4,706個，區域性條款 5,09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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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從業人員人數為170,223人。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
司為員工支付的薪酬共計 131.75億元人民幣，主要包括固定工資、業績獎金以及根據中國相關法
規提取的各項保險及福利支出。本公司及子公司通過建立多種職業發展通道、加強員工培訓、實
施業績考核等多項措施提升員工表現及工作效率。本公司相信，本公司及子公司與員工保持良好
關係。

展望

二零一六年，公司面臨的內外部形勢喜中有憂、錯綜複雜。從宏觀環境看，我國宏觀經濟下行壓
力還將持續，傳統商業非車險發展乏力局面在短期內難以得到明顯改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持續深化，扶貧攻堅戰全面打響，為公司深度拓展農險、大病、扶貧
等政策支持型業務，加快發展責任險、民生保險和治理保險，創新開拓新興商業非車險，提供了
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行業發展看，商車費率改革全面鋪開，市場競爭持續加劇，對公司把握
市場發展主動權提出新的挑戰；農險經營主體放開，新業態、新主體不斷湧現，同業競爭升級和
跨界競爭凸現的雙重壓力，對公司市場主導地位提出嚴峻考驗。

面對當前錯綜複雜的內外部形勢，需要公司保持發展定力，狠抓商車費率改革、地面電銷服務團
隊建設、車險銷售過程管理、重點險種及政策性業務拓展、區域協調發展、大災理賠及費用和應
收保費管控等項重點工作，確保完成全年既定目標和各項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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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未建議派發任何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計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保監會」 指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或「公司」 指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
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的企業管治守則部分

「償二代」 指 中國風險導向的償付能力體系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 指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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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健康」 指 中國人民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吳焰

中國北京，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為吳焰先生（執行董事），副董事長為林智勇先生（執行董事），非執行
董事為王銀成先生、俞小平女士及李濤先生，王和先生為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漢川先
生、盧重興先生、那國毅先生、馬遇生先生及初本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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