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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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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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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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合併損益表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 2011年
  1月 1日至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間 6月 30日期間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5 101,192 91,444
   

已賺淨保費 5 73,539 65,946

已發生淨賠款 6 (45,193) (42,784)

獲取成本及其他承保費用  (14,639) (10,292)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8,096) (7,934)
   

承保利潤  5,611 4,93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7 4,052 2,933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8 (400) (332)

投資費用  (95) (85)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5) (5)

匯兌收益╱（損失）淨額  21 (234)

其他收入  37 48

其他支出  (45) (40)

財務費用  (825) (514)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62 56
   

除稅前利潤 9 8,413 6,763

所得稅 10 (1,879) (1,475)
   

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6,534 5,288
   

母公司股東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12 0.533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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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2012年 2011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7,618 58,638

衍生金融資產  54 51

債權類證券  93,808 98,062

權益類證券  27,410 22,512

保險業務應收款，淨額 13 30,929 22,093

可收回稅項  188 –

分保資產  25,699 24,275

其他金融資產及預付款  20,632 15,347

聯營公司投資  2,429 2,131

房屋、廠房及設備  12,737 12,770

投資物業  4,406 4,443

預付土地租金  3,519 3,410

遞延稅項資產  1,135 1,912
   

總資產  290,564 265,644
   

負債
應付分保賬款 14 21,722 25,746

應付保險保障基金  532 536

應付所得稅  – 526

其他負債及預提費用  39,171 36,332

保險合同負債  164,023 145,717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  2,033 2,328

次級債  19,362 19,299
   

總負債  246,843 230,484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256 12,256

儲備  31,465 22,904
   

總權益  43,721 35,160
   

總權益及負債  290,564 26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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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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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經營活動是提供財產和意外傷害保險產品及服務。具體的業務分部信息
在本公佈附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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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2. 編制基準

本中期簡要合併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要求而編制的。本中期簡要合併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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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簡要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準則和編制基礎與本公司及子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相比，除了
採納以下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的新增和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解釋以外，並無其他重大變化。

本公司及子公司採納的新增和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解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嚴重
  惡性通貨膨脹和取消首次採用者的固定過渡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訂－金融資產轉移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的修訂－遞延稅項：特定資產的回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的修訂規定經歷嚴重惡性通貨膨脹的企業可採用新的認定成本豁免，使得企業在首次採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告時對受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影響的資產和負債可選用公允價值作為認定成本。
該修訂亦去除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中與終止確認及首日利得或損失相關的固定過渡日的規定。該修訂對本
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的修訂引入了關於金融資產（例如，證券化）轉移的更廣泛的定性和定量的披露要求，包
括有助於了解資產轉移可能給企業帶來任何風險的信息。該修訂對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無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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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的修訂闡明了採用公允價值計量投資性物業遞延稅的確認條件。該修訂對採用公允價值計
量的投資性物業提出了一項可被推翻的假定：即其遞延所得稅的確認取決於該資產的賬面金額是否通過出售而
回收。同時，該修訂整合了先前香港會計準則解釋公告第 21號所得稅 –重估非折舊資產的回收中的要求，採用香
港會計準則第 16號的重估模型計算與非折舊資產相關的遞延稅項時，是基於出售該項資產進行確認的。本公司
及子公司持有採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物業。本公司及子公司經營所在的稅收管轄區內，該項資產的出售和
自用所適用的稅率無差異。該修訂對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

本公司及子公司未提前採納其他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解釋或修訂。

4. 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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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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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其他險分部主要包括與船舶、家財、農業、飛機和能源等相關的保險產品；及

(g) 未能分配部分分部通過戰略、風險管理、資金、財務、法律、人力資源等職能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業務提
供管理和支持，未能分配部分分部的收入主要來源於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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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會計期間的損益分部信息呈報如下：

2012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間     意外傷害
（未經審核金額） 機動車輛險 企業財產險 貨物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其他險 未能分配部分 合計
損益表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69,956 7,882 2,273 4,040 3,578 13,463 – 101,192
        

已賺淨保費 58,440 3,871 1,396 2,606 2,028 5,198 – 73,539

已發生淨賠款 (36,782) (1,943) (477) (1,494) (1,171) (3,326) – (45,193)

獲取成本及其他承保費用 (12,546) (1,074) (301) (555) (305) 142 – (14,639)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5,637) (191) (286) (343) (313) (1,326) – (8,096)
        

承保利潤 3,475 663 332 214 239 688 – 5,611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 – – – – 9 4,043 4,052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收益╱（損失） – – – – – 12 (412) (400)

投資費用 – – – – – – (95) (95)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 – – – – (5) – (5)

匯兌收益淨額 – – – – – – 21 21

財務費用 – – – – – – (825) (825)

其他收入及支出 – – – – – – (8) (8)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 – – – – – 62 62
        

除稅前利潤 3,475 663 332 214 239 704 2,786 8,413
        

所得稅 – – – – – – (1,879) (1,879)
        

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3,475 663 332 214 239 704 907 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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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間     意外傷害
（未經審核金額） 機動車輛險 企業財產險 貨物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其他險 未能分配部分 合計
損益表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64,329 7,628 2,256 3,536 2,896 10,799 – 91,444
        

已賺淨保費 52,670 4,011 1,527 2,270 1,704 3,764 – 65,946

已發生淨賠款 (35,693) (2,244) (611) (1,379) (1,092) (1,765) – (42,784)

獲取成本及其他承保費用 (8,041) (1,029) (318) (506) (292) (106) – (10,292)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5,258) (593) (239) (326) (299) (1,219) – (7,934)
        

承保利潤 3,678 145 359 59 21 674 – 4,93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 – – – – 8 2,925 2,933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收益╱（損失） – – – – – 1 (333) (332)

投資費用 – – – – – – (85) (85)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 – – – – (5) – (5)

匯兌損失淨額 – – – – – – (234) (234)

財務費用 – – – – – – (514) (514)

其他收入及支出 – – – – – – 8 8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 – – – – – 56 56
        

除稅前利潤 3,678 145 359 59 21 678 1,823 6,763
        

所得稅 – – – – – – (1,475) (1,475)
        

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3,678 145 359 59 21 678 348 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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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資產及負債分部信息分別呈報如下：

     意外傷害
2012年 6月 30日（未經審核金額） 機動車輛險 企業財產險 貨物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其他險 未能分配部分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總資產 23,347 7,770 1,759 3,348 2,864 20,454 231,022 290,564
        

總負債 132,280 15,081 3,723 9,625 6,231 29,440 50,463 246,843
        

     意外傷害
2011年 12月 31日（經審核金額） 機動車輛險 企業財產險 貨物運輸險 責任險 及健康險 其他險 未能分配部分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總資產 24,659 5,203 1,383 2,503 2,039 13,377 216,480 265,644
        

總負債 133,529 11,610 3,227 8,396 5,286 22,334 46,102 230,484
        

管理層通過監控各業務經營分部的業績，來幫助決策資源分配和業績評價。分部業績的評價主要是以呈報分部
的利潤，即承保利潤為基礎。

5. 營業額和已賺淨保費

營業額是指直接承保和再保險業務保費收入。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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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直接承保保費 100,911 91,219

分保業務保費 281 225
  

 101,192 91,444
  

已賺淨保費
營業額 101,192 91,444

減：分出保費 (14,676) (18,216)
  

淨保費收入 86,516 73,228

減：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淨額的變動 (12,977) (7,282)
  

已賺淨保費 73,539 6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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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發生淨賠款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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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款支出毛額 47,407 38,341

減：攤回分保賠款 (6,119) (3,914)
  

賠款支出淨額 41,288 34,427

未決賠款準備金淨額的變動 3,905 8,357
  

已發生淨賠款 45,193 42,784
  

7.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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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租賃收入 94 93

以公允價值列示且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的金融資產：
 －為交易而持有
   利息收入 25 24

   股息收入 75 17

 －初始確認時被指定
   利息收入 2 8

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
  利息收入 1,210 1,428

  股息收入 218 425

持有至到期投資：
  利息收入 787 269

貸款及應收款項：
  利息收入 1,641 669
  

 4,052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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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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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
  已實現投資收益╱（損失） (197) 90

  減值損失 (392) (337)

以公允價值列示且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的金融資產：
 －為交易而持有
  已實現投資損失 (40) (90)

  未實現投資收益╱（損失） 163 (15)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66 20
  

 (400) (332)
  

9.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乃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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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廠房及設備折舊 687 534

預付土地租金的攤銷 58 49

保險業務應收款減值準備 377 528
  

10. 所得稅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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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
 －本期間稅項支出 1,523 2,169

 －以前年度調整 176 7

遞延稅項 180 (701)
  

 1,879 1,475
  

中國所得稅準備是根據本公司在各期間適用相關中國所得稅法定稅率 25%計提（二零一一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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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期股息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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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批准的二零一二年中期股息（於六月三十日未確認為負債）：
 每股人民幣0.21元（二零一一年：每股人民幣0.225元） 2,574 2,507
  

12. 母公司股東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的具體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收益：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本期淨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6,534 5,288

股份：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百萬股） 12,256 11,699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533 0.452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本期淨利潤，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會計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已經就二零一一年度的供
股影響進行了調整。

由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會計期間內，不存在使股權攤薄的
事件，所以無需披露攤薄每股收益。

13. 保險業務應收款，淨額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 14,733 6,009

應收分保賬款 18,991 18,537
  

 33,724 24,546
  

減：減值準備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 (2,601) (2,259)

  －應收分保賬款 (194) (194)
  

 30,929 2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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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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未逾期 12,094 12,958

一個月以內 4,097 1,572

一至三個月 7,571 4,779

三個月以上 7,167 2,784
  

 30,929 22,093
  

保險業務應收款中含應收一同系子公司餘額人民幣 2.13億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0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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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客戶和部分跨年保單，一般安排分
期付款。

14. 應付分保賬款

應付分保賬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付分保賬款結餘 21,722 25,746
  

應付分保賬款結餘是不計利息的，均於結算日後三個月內到期或須即期支付。

應付分保賬款中含應付一同系子公司餘額人民幣 1.39億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82億元）。

15. 非控制性權益

 未經審核金額 經審核金額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淨資產 22,126 21,748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2012年1月1日至 2011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淨收益╱（虧損） 378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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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的討論與分析

概覽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深化銷售體系改革，完善運營管理平台建設，克服市場環境變化帶來的
影響，承保業務實現較快發展，盈利水平持續提升，資本實力穩步增強。

• 承保業務較快發展。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營業額達到1,011.92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 10.7%，市場份額為中國非壽險市場的 36.0%（附註）。其中，機動車輛險業務營業額達
到 699.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8.7%；非車險業務營業額達到 312.3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5.2%。

• 盈利水平持續提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綜合成本率 92.4%，同比下降 0.1個
百分點，為上市以來最好水平；承保利潤56.1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7%；淨利潤65.34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23.6%；淨資產收益率達到 16.6%，在非壽險同業中保持較高水平。

• 資本實力穩步增強。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總資產達到 2,905.64億元
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底增長 9.4%；股東權益總額 437.21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底增長
24.3%；投資資產規模穩步增長，達到 2,037.25億元人民幣；償付能力充足率 184%，保持充
足 II類水平。

附註： 根據保監會網站公佈的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國保險行業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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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已賺淨保費 73,539 100.0 65,946 100.0

已發生淨賠款 (45,193) (61.5) (42,784) (64.9)

費用總額（包括獲取成本及其他
 承保費用和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22,735) (30.9) (18,226) (27.6)
    

承保利潤 5,611 7.6 4,93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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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機動車輛險 69,956 64,329

企業財產險 7,882 7,628

責任險 4,040 3,536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3,578 2,896

貨運險 2,273 2,256

其他險種 13,463 10,799
  

全險種 101,192 91,444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營業額達 1,011.92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914.44億元人民幣增加 97.48億元人民幣（或 10.7%）。整體業務穩步增長主要源於機動車輛險、農
險業務的拉動，以及意外傷害及健康險、責任險、信用險業務的較快發展。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機動車輛險的營業額為 699.5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的 643.29億元人民幣增加 56.27億元人民幣（或 8.7%）。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增速
放緩、購車刺激政策退出、燃油價格居高不下、部分城市推行治堵限購政策的影響，國內汽車產
銷量增速回落。面對國內新車市場銷量萎靡、新車銷售向中高端車型發展並向三四線城市轉移的
新趨勢，公司適時調整市場策略，借助業務覆蓋地域廣、網點多的自身優勢，大力拓展電銷、網
銷、交叉銷售等自有渠道，高效管理 4S店等第三方渠道，積極推進與汽車製造廠商的戰略合作，
渠道建設顯現成效，同時，公司加大存量業務挖掘力度，車險續保率穩步回升，諸項措施合力推
動車險業務增長。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責任險的營業額為 40.4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35.36億元人民幣增加 5.04億元人民幣（或 14.3%）。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加大對醫療機構、安
全監管、教育、旅遊、交通、特種設備等行業客戶的挖掘力度，醫療、安全生產、公眾、僱主及
承運人責任險業務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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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意外傷害及健康險的營業額為 35.78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的 28.96億元人民幣增加 6.82億元人民幣（或 23.5%）。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牢牢把握
國家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政策機遇，推動新農合、城鎮職工及城鎮居民補充醫療保險業務實現跨
越式發展。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險種的營業額為 134.6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的 107.99億元人民幣增加 26.64億元人民幣（或 24.7%）。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基本完成了三
農保險銷售服務體系建設，隨著中央和地方財政繼續加大對農險業務的支持力度，農險補貼範圍
擴大至全國，補貼作物不斷擴充，公司涉農保險業務繼續快速發展。同時，公司加大對信用險業
務的推廣力度，並不斷完善、優化信用險承保流程，提高市場回應速度，業務增長顯著。

已賺淨保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機動車輛險 58,440 52,670

企業財產險 3,871 4,011

責任險 2,606 2,270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2,028 1,704

貨運險 1,396 1,527

其他險種 5,198 3,764
  

全險種 73,539 65,946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已賺淨保費為 735.3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659.46億元人民幣增加 75.93億元人民幣（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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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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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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82) (62.9) (35,693) (67.8)

企業財產險 (1,943) (50.2) (2,244) (55.9)

責任險 (1,494) (57.3) (1,379) (60.7)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1,171) (57.7) (1,092) (64.1)

貨運險 (477) (34.2) (611) (40.0)

其他險種 (3,326) (64.0) (1,765) (46.9)
    

全險種 (45,193) (61.5) (42,784) (64.9)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已發生淨賠款為 451.9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427.84億元人民幣增加了24.09億元人民幣（或5.6%），低於已賺淨保費同期增速，主要得益於承保
質量逐漸改善等因素影響。賠付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64.9%下降 3.4個百分點至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的 61.5%，主要是由於機動車輛險、企業財產險、意外傷害及健康險、貨運險等險種賠付率
下降。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機動車輛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367.82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的356.93億元人民幣增加10.89億元人民幣（或3.1%），賠付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67.8%降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62.9%。近年來，理賠事業部垂直一體化改革顯著增強公司理賠成
本管控能力；汽車零配件等後台資料庫不斷完善、定損報價標準化水平明顯提高；人傷案件理賠
隊伍建設不斷強化，在人傷案件賠付標準逐年上升的情況下，人傷案件賠付成本得到有效管控；
車險反欺詐工作不斷深入，理賠防漏損水平明顯提高，整體風險管控能力不斷加強。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企業財產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19.4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的 22.44億元人民幣減少 3.01億元人民幣（或 -13.4%），賠付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55.9%降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50.2%。近年來，公司推行企業財產險差異化彈性授權管理，嚴格
的承保管控推動業務質量持續改善，此外，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企業財產險大額賠案同比有
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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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責任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14.94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的13.79億元人民幣增加1.15億元人民幣（或8.3%），賠付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60.7%降至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 57.3%。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對承運人、校園方及醫療責任險等主要險
種專門制定並實施理賠實務指南，細化並有針對性的加強單險種理賠實務管控，初見成效。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貨運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為 4.7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的 6.11億元人民幣減少 1.34億元人民幣（或 -21.9%）。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進一步加強對
公估機構等第三方機構的管理，更加重視監裝、監卸等防損工作，貨運險賠付率由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的 40.0%降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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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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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3) (31.1) (13,299) (25.2)

企業財產險 (1,265) (32.7) (1,622) (40.4)

責任險 (898) (34.5) (832) (36.7)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618) (30.5) (591) (34.7)

貨運險 (587) (42.0) (557) (36.5)

其他險種 (1,184) (22.8) (1,325) (35.2)
    

全險種 (22,735) (30.9) (18,226) (27.6)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在農網建設、運營管理平台構建、銷售服務體系改革等方面加大投入，
銷售費用差異化配置力度持續深化，本公司及子公司費用總額 227.35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的 182.26億元人民幣增加 45.09億元人民幣（或 24.7%），費用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27.6%上升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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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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佔相應險種已賺淨保費的百分比（即「承保利潤
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承保利潤 承保利潤率 承保利潤 承保利潤率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機動車輛險 3,475 5.9 3,678 7.0

企業財產險 663 17.1 145 3.6

責任險 214 8.2 59 2.6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239 11.8 21 1.2

貨運險 332 23.8 359 23.5

其他險種 688 13.2 674 17.9
    

全險種 5,611 7.6 4,936 7.5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國內財險市場秩序進一步規範，本公司及子公司依託集約化運營管理平台，
加強風險管控，強化過程管理，部分險種費率水平提高、出險率下降，承保盈利 56.11億元人民
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承保盈利 49.36億元人民幣增加 6.75億元人民幣（或 13.7%），承保利潤
率達到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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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業績

投資資產構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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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5,108 7.4 14,135 7.4

固定收益類投資： 154,318 75.7 146,765 77.2

定期存款 52,510 25.8 44,503 23.4

債券 93,808 46.0 98,062 51.6

非上市債權 8,000 3.9 4,200 2.2

權益類投資： 29,839 14.7 24,643 13.0

共同基金 11,995 5.9 6,980 3.7

股票 14,785 7.3 14,902 7.9

非上市股權 630 0.3 630 0.3

聯營公司投資 2,429 1.2 2,131 1.1

其他投資資產 4,460 2.2 4,494 2.4
    

投資資產合計 203,725 100.0 190,037 100.0
    

附註：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為人民幣，且不包括原到期日為 3個月以上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和存放於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結構性存款。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承保業務較快增長、承保盈利穩步提升，為公司帶來較為穩定的現金流
並轉化為投資資產，中期期末投資資產餘額 2,037.25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底增長 7.2%；此
外，公司繼續通過對業務、投資資金實施全景圖式管理，不斷加強資金集中支付，對總部生產營
運資金實行定額管理，最大限度壓縮運營層面資金，提高資金運用的規模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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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資本市場持續低位震盪，公司繼續加大協議存款配置力度，協議存款較二零
一一年底增加 65.50億元人民幣，未來數年內將為公司持續帶來穩定收益；此外，在嚴控信用風險
的前提下，公司繼續積極參與能源、基礎設施類債權投資計劃，擴展資金運用渠道。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投資物業租賃收入 94 93

利息收入 3,665 2,398

股息收入 293 442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合計 4,052 2,933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40.52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的 29.33億元人民幣增加 11.19億元人民幣（或 38.2%）。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利
息收入同比增加 12.67億元人民幣，其中，協議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10.08億元人民幣。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實現投資損失 (237) –

未實現投資收益╱（損失） 163 (15)

減值損失 (392) (337)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66 20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合計 (400) (332)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4.00億元人民幣，投資淨損失
同比有所增加。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資本市場持續低迷，公司適時優化投資品種和資產配置，處
置部分收益較差的投資產品，形成已實現投資損失。此外，由於商業房產租金上漲等因素影響，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同比增加 0.46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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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除稅前利潤 8,413 6,763

所得稅 (1,879) (1,475)

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6,534 5,288

總資產（附註） 290,564 265,644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數據。

除稅前利潤

由於上述各項，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除稅前利潤為 84.1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的 67.63億元人民幣增加盈利 16.50億元人民幣。

所得稅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所得稅為 18.7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14.75

億元人民幣增加 4.04億元人民幣。本公司及子公司所得稅費用增加，主要是因為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除稅前利潤上升。

母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綜合上述各項，本公司及子公司淨利潤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52.88億元人民幣增加 12.46億元人
民幣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 65.34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母公司股東基本每股收益為
0.533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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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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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6 18,63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6,173) (36,906)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2,320 19,9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973 1,642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為 48.2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流入減少 138.07億元人民幣。其中，公司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加快賠款支付速度，當
年報案當年結案理賠週期明顯縮短，賠款付現同比增加 86.55億元人民幣；同時由於二零一一年度
加大分保比例的影響，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分保付現同比增加 47.09億元人民幣；此外，由於業務發
展和人員新增等因素帶動職工薪酬總量合理增長，導致費用類現金流出同比有所增加。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為 61.73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流出減少 307.33億元人民幣，其中，債權類和權益類投資付現同比減少 172.70億元
人民幣，存放原到期日為 3個月以上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同比減少 161.15億元人民幣。

本公司及子公司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在融資活動中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為 23.2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流入減少 175.95億元人民幣，主要由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公司發行 50億元人民幣固
定利率次級定期債務，並進行了較大金額的證券回購，導致去年同期融資活動現金淨流入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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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零一零年六月、二零零九年九月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分別發行 50億
元人民幣、60億元人民幣、50億元人民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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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獲得國家開發銀行提供金額最多為 100億元人民幣的 10年循環信貸額
度。根據該信貸額度動用的每筆款項須於一年內償還。於本公佈日，本公司尚未動用該信貸額度。

除前述次級定期債務及信貸額度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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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資本開支為 4.05億元人民幣。

償付能力要求

本公司須受若干有關本公司財務運作的法規監管，包括有關要求本公司保持償付能力和撥備若干
基金和儲備的法規。根據中國保險法規要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須保持的最低償付
能力額度為 225.79億元人民幣，按保監會規定計算的本公司實際償付能力額度為 415.53億元人民
幣，償付能力額度充足率為 184%（附註）。

附註： 償付能力指標計算中，保險合同負債繼續適用保監會制定的責任準備金評估標準，非保險合同負債適用中國
《企業會計準則》。

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附註）為 78.3%，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79.5%降低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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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存在若干未決法律訴訟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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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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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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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董事會批准分派二零一二年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21元人民幣，合計
25.74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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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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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嚴格遵守保監會只准投資評級
高於AA級的企業債券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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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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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項的外匯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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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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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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的利率互換合同的名義總金額為 12.50億元人民幣。

新產品開發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緊緊圍繞市場熱點和客戶需求，將產品與服務深度對接，擴展產品開
發內涵，努力塑造高效的產品服務體系，全力推動業務有效益發展。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
向保險監管機關報批、報備保險條款174個，其中：全國性條款64個，地方性條款110個；主險條
款 94個，附加險條款 80個。

員工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正式員工人數為 149,908名（其中，總公司版勞動合同員工人數
為 62,378名）。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子公司為員工支付的薪酬共計 77.54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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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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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本公司的重點工作和舉措有：在提升傳統業務續保率的同時，積極開拓新市
場，全力提升業務發展能力；明確產品線主導產品經營和渠道線負責渠道產能的職能定位，完
善「產品線－區域－渠道」三維一體的經營管理模式，確保權責清晰、運行順暢；關注客戶資源
管理，全力提升客戶服務能力，實現客戶服務效能的全面提高；提升定價、核保、理賠等關鍵能
力，增強風險識別與控制能力；強化內部控制和合規管理，引領市場合規發展，保障公司健康穩
健發展；完善運營管理平台，啟動第四代核心業務系統規劃，提升公司運營管理能力；加強戰略
管理和文化建設，提升企業的組織能力。

通過一系列的能力提升，公司將逐步構築新的發展格局，推動公司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實現依託
資源的外延式增長向依託能力提升的內涵式發展的轉變。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 0.21元人民幣（扣除適用稅項
前），派付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H股的中期股息將以港
幣支付，適用匯率為宣佈中期股息日之前一個公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
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港幣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的平均值 1港元 =0.818186元人民幣。據此，每股H股的
中期股息金額為0.25667港元（扣除適用稅項前），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獲派中期股息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十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星期一）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及內資股股東均有權收取中期股息。擬收取中期股息的H股股東，最遲
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
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號舖）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代扣代繳中期股息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適用條文與其實施條例的規定，本公司向H股非居民企業股
東（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派發中期股息時，將按 10%的稅
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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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代繳境外個人股東的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適用條文與其實施條例以及《稅收通知》的規定，本公司將按
照以下安排為H股個人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或其他與中國簽訂1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
本公司派發中期股息時將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公司派發中期股
息時將暫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相關H股個人股東欲申請退還多扣繳稅款，本
公司將按照《稅收通知》代為辦理享受有關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請符合條件的股東及時向本
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稅收通知》要求的書面委託及所有
申報材料；經本公司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將協助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公司
派發中期股息時將按相關稅收協定規定的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及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與中國沒有簽訂稅收協
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或其他情況，本公司派發中期股息時將按 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

如本公司H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H股股
份所涉及的中國、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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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未能滿足《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4.2條相同）其中一項要求外，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和《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有生效守則條文。

陸健瑜先生及丁寧寧先生的董事任期原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屆滿。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改選或董事辭職導致董事會成員低於法定人
數，原董事應繼續擔任董事，直至改選出的董事就任。據此，陸健瑜先生及丁寧寧先生現仍繼續
擔任董事，直至改選出的董事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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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至本公佈日期間未能滿足《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4.2條相同）其中一項：要求每名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要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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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二零一二年期間修訂為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或「公司」 指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企業管治守則》」 指 在二零一二年期間生效，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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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或「港元」 指 港幣或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個人股東」 指 有權收取中期股息的本公司H股個人股東

「中期股息」 指 董事會宣派的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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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稅收通知》」 指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非居民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試
行）〉的通知》（國稅發 [2009]124號）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吳焰

中國北京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為吳焰先生（執行董事），副董事長為王銀成先生（執行董事），郭生臣先生及王和先生為執
行董事，非執行董事為周樹瑞先生、俞小平女士、李濤先生及謝仕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健瑜先生、丁寧寧先
生及廖理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