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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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8）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公佈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或「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報告期」）的未經審核
業績（「第三季度業績」）。本公司董事會及其轄下的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已審閱
此第三季度業績。

一、 主要財務資料

本報告期，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主要財務數據如下：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9月30日 12月31日

總資產 3,859,496 3,360,312
總負債 3,577,663 3,120,607
權益總額 281,833 239,70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218,678 182,709

截至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人民幣百萬元）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總收入 126,013 100,337 392,358 316,194
淨利潤 12,810 7,681 38,674 29,45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0,325 5,429 31,687 23,339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1.30 0.69 4.0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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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本報告期內公司股份總數因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附次級條款）（以下簡稱
「A股可轉債」）轉股，新增67,756股。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總股本為
7,916,209,848股，其中A股為4,786,477,392股，H股為3,129,732,456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251,794戶，其中A股股東246,548戶，H股股東5,246戶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
比例(%)

持股
總數（股）

股份
種類

持有有限
售條件
股份數量
（股）

質押或凍結
股份數量（股）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國家 6.08 481,359,551 A股 – 質押190,030,000

同盈貿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8 394,500,996 H股 – 質押394,500,996

商發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1 246,563,123 H股 – 質押246,563,123

隆福集團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2 239,089,199 H股 – 質押239,089,199

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94 153,865,065 A股 – –

工布江達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1.24 98,112,886 A股 – 質押98,000,000

華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保險產品 其他 1.20 95,223,983 A股 – –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其他 1.17 92,753,762 A股 – –

林芝新豪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1.08 85,355,857 A股 – 質押85,000,000

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富時中國A50ETF

其他 0.84 66,364,721 A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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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的說明

同盈貿易有限公司、商發控股有限公司、隆福集團有限公司均屬於卜蜂集團
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控股子公司，同時卜蜂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全資子公司林
芝正大環球投資有限公司持有工布江達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89.81%的股
份，工布江達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與同盈貿易有限公司、商發控股有限公
司、隆福集團有限公司因具有同一控制人構成一致行動關係。

除上述情況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
關係。

三、 A股可轉債情況

報告期末前十名A股可轉債持有人持有情況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共有10,846名A股可轉債持有人，其中前十名A股可轉
債持有人情況如下：

A股可轉債持有人名稱
期末持有
金額（元）

佔A股可轉債
餘額比例(%)

質押或凍結的
債券金額（元）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興全趨勢投資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1,154,228,000 4.44 質押1,154,227,000

UBS AG 959,342,000 3.69 –

GIC PRIVATE LIMITED 896,259,000 3.45 –

中國建設銀行－銀華
 －道瓊斯88精選證券投資基金 534,231,000 2.05 –

華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保險產品 507,645,000 1.95 –

李莉 488,366,000 1.88 質押488,366,000

興業全球基金－興業銀行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458,227,000 1.76 質押374,128,000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普通保險產品 396,629,000 1.53 –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興全全球視野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377,296,000 1.45 質押298,371,00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興全可轉債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355,173,000 1.37 質押3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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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可轉換公司債券參與質押式回購交易業務的通知》等相關
規定，本公司A股可轉債自2013年12月9日起參與質押式回購交易。本公司根據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提供的A股可轉債持有人名冊和各結算參與人債券回購質
押專用帳戶具體持有人信息，進行了合併加總。

A股可轉債擔保人情況

本公司無A股可轉債擔保人。

報告期內A股可轉債累計轉股情況

本公司2013年發行的A股可轉債，轉股起止日期自2014年5月23日至2019年11
月22日。截至2014年9月30日，A股可轉債共轉股67,756股。詳情如下：

A股可轉債

簡稱

2014年

1月1日A股

可轉債

餘額（元）

報告期內變動情況

報告期內

轉股數（股）

累計

轉股數（股）

累計轉股數

佔轉股前

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比例

2014年

9月30日A股

可轉債

餘額（元）

未轉股金額

佔總發行A股

可轉債比例轉股（元） 贖回（元） 回售（元） 其他（元）

平安轉債 26,000,000,000 2,774,000 – – – 67,756 67,756 0.000856% 25,997,226,000 99.98933%

報告期內A股可轉債轉股價格調整

本公司2013年發行的A股可轉債初始轉股價格為41.33元╱股，報告期內轉股
價格調整情況如下：

轉股價格調整日期
調整後

轉股價格 披露時間 轉股價格調整說明 披露媒體

2014年6月27日 40.88元╱股 2014年6月20日 2013年末期分紅派息 《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券時報》、《證券日報》2014年9月12日 40.63元╱股 2014年9月5日 2014年中期分紅派息

截至本報告期末最新轉股價格 40.63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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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可轉債信用評級情況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對本次發行的A股可轉債進行了跟蹤信用評級，
於2014年4月24日出具了《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A股可
轉換公司債券（附次級條款）跟蹤評級報告》（大公報SD【2014】066號），評級
報告對A股可轉債信用等級維持AAA，發債主體信用等級維持AAA，評級展
望維持穩定。根據該次評級結果，A股可轉債仍可作為債券質押式回購交易
的質押券。

四、 報告期業務回顧

2014年第三季度，國內經濟增速趨於平穩，外部需求改善，內生發展動力逐
步增強，宏觀政策穩中趨松，有效促進結構調整。中國平安繼續保持安全與
效益並重，傳統業務和互聯網金融業務並進的戰略，保險業務增速穩定，品
質優良；銀行業務規模保持平穩增長，盈利能力顯著增強；金融業綜合經營
繼續深化，科技創新助力業務快速發展；公司繼續加強互聯網金融佈局，陸
金所、萬里通等互聯網金融業務不斷豐富產品功能，改善用戶體驗，用戶活
躍度不斷提升，互聯網金融平臺的交易規模顯著增長。

回顧2014年前三季度的經營情況，本公司在以下領域有突出表現：

公司整體業績穩健增長。2014年前三季度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16.87億元，同比增長35.8%；截至2014年9月30日，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為2,186.78億元，較年初增長19.7%；公司總資產約3.86萬億元，較年初增長
14.9%。

壽險業務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尤其是盈利能力較強的個人壽險業務實現
較快增長。產險業務穩健增長，品質保持良好。保險資金淨投資收益率穩步
提升。

平安壽險始終以客戶經營為核心，堅持體驗驅動、價值經營，致力於公司業
務及內含價值的持續健康成長。個人壽險業務繼續堅持隊伍為基的核心經營
理念，在代理人數量穩定增長的同時，重點推動代理人產能和收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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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代理人管理及行為規範，嚴防風險，保證代理人隊伍的健康發展；銀行
保險業務根據行業特點及市場發展趨勢，在滿足渠道需求的基礎上，持續推
動業務結構不斷優化；平安壽險在鞏固現有渠道優勢的同時，積極探索推廣
網路銷售、電話銷售等新型營銷方式，擴展銷售渠道，培育新的增長點。

平安壽險實現規模保費1,917.24億元，同比增長15.4%。其中，盈利能力較
強的個人壽險業務規模及價值均實現較快增長，個人壽險業務實現規模保
費1,779.76億元，同比增長14.3%；新業務規模保費423.25億元，同比增長
19.9%。銀行保險業務實現規模保費123.03億元，同比增長35.8%，其中10年
期及以上期繳新業務規模保費同比大幅提升。電銷業務前三季度實現規模保
費67.35億元，同比增長41.6%，繼續保持高速增長，電銷業務市場份額穩居
行業第一。

平安產險堅持以客戶為導向的經營模式，走內涵式、精細化的發展道路，促
進業務穩健增長。前三季度實現保費收入1,051.03億元，同比增長25.8%。
其中，來自於交叉銷售和電話及網絡銷售的保費收入443.55億元，同比增長
22.6%；車商渠道保費收入211.78億元，同比增長27.6%。同時，平安產險持
續提升專業技術水準，關注業務品質，盈利能力保持良好，前三季度綜合成
本率為94.9%。

平安養老險企業年金業務保持健康增長，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企業年金受
託和投資合計管理資產規模達到1,792.17億元，繼續保持同業前列。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1.37萬億元，較年初增
長11.2%。前三季度，保險資金投資組合年化淨投資收益率達5.3%，年化總
投資收益率達4.6%，淨投資收益率穩步提升。

銀行業務規模保持平穩增長，資產負債結構持續優化，盈利能力顯著增強，
資產質量風險可控。

平安銀行充分發揮綜合金融優勢，加快轉變經營管理方式，穩步推進公司、
投行、資金同業、小企業和零售等重點戰略業務發展，加強橙E網、橙子銀
行、行E通和口袋銀行等互聯網金融平臺建設，持續提升客戶體驗，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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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控力度，不斷提升盈利能力。截至2014年9月末，平安銀行資產總額
21,443.58億元，較年初增長13.4%；存款餘額15,081.79億元，較年初增長
23.9%，增量為上年全年增量的1.5倍，增速居同業領先地位，市場份額提
升；貸款餘額9,928.92億元，較年初增長17.2%。

平安銀行盈利能力顯著增強，各項收入和盈利指標表現突出。2014年前三季
度，平安銀行實現淨利潤156.94億元，同比增長34.2%；非利息淨收入162.33
億元，同比增長95.8%，在營業收入中的佔比提升至29.7%。得益於近兩年來
的持續業務結構調整和優化，經營效率顯著提升，淨利差、淨息差分別同比
提升0.29、0.30個百分點。在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成本得到有效管控，成
本收入比同比下降2.87個百分點至36.7%。

資產質量方面，平安銀行堅持「以風險控制為本」的理念，穩步提升全面風險
管理能力，積極支持實體經濟，確保穩健經營。截至2014年9月末，平安銀行
不良貸款餘額97.65億元，較年初增長29.5%；不良貸款率0.98%，比年初上
升0.09個百分點。撥貸比1.89%，較年初上升0.10個百分點；貸款撥備覆蓋率
191.82%，較年初下降9.24個百分點。2014年前三季度，受經濟增速放緩、產
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深入推進等影響，部分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授信客戶
面臨經營不暢、利潤下滑、融資困難等問題，導致企業出現資金鏈緊張、斷
裂、無力還款等情況，平安銀行資產質量受到一定影響。平安銀行已通過一
系列措施，加大不良資產清收處置力度，通過多種方式清收化解不良資產，
前三季度共清收不良資產21.45億元。後續平安銀行將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
防範和化解存量貸款可能出現的各類風險，嚴控新增不良貸款，加大不良貸
款處置力度，保持資產質量相對穩定。

信託業務專注於開拓高品質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嚴控融資類信託項目風險。

平安信託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穩步增長，截至2014年9月30日，高淨值客戶數已
超過2.9萬，較年初增長33.6%；信託資產管理規模3,771.47億元，較年初增長
29.9%，其中集合信託佔比達72.5%，業務結構優於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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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行業發展趨勢與現狀，平安信託持續完善按照巴塞爾II要求建立的全面
風險管理體系，以風險偏好為抓手合理配置風險資本，有效使用信用評級和
風險量化兩項工具管理風險，對超過1,300個交易對手完成了主體評級，對每
項投資均開展風險計量，作為項目准入、風控措施制定、資金對接要求和授
信額度設置的重要依據，保證了平安信託各項業務的風險可控。

截至2014年9月30日，集合信託中融資類信託計劃的規模為1,507.70億元，其
中投向房地產的規模為680.28億元，佔比為45.1%。融資類信託計劃面臨的
風險主要為信用風險，公司針對信用風險建立了完善的前中後臺審批機制，
並重點對房地產信託項目建立了獨立的投後資產管理團隊，向各項目委派董
事、財務人員和工程人員，通過股東會、董事會等公司治理方式，對項目的
工程進度、銷售進度進行投後監控，以便預警項目開工和銷售風險。房地產
存量項目中，大中型交易對手佔比90%以上，一二線城市的分佈比例超過三
分之二，剩餘期限2年以內的產品佔比80%以上。2014年前三季度房地產集合
信託計劃到期項目全部如期兌付，共兌付256億元，第四季度預計將兌付115
億元。所有存量項目風險可控，未發現潛在違約風險。

互聯網金融業務保持高速增長，陸金所P2P交易規模全國領先。

陸金所繼續憑藉其低成本、低風險、高流動性與優質客戶體驗等優勢受市場
追捧，截至2014年9月30日，註冊零售用戶數已突破300萬，並以每月超過
40萬新增註冊用戶的速度不斷增長；機構客戶超過1,000家；2014年前三季
度，陸金所金融資產交易規模同比增長近5倍，其中P2P交易規模同比上漲近
5倍，躍居中國P2P市場第一。

萬里通通用積分服務平臺業務快速發展，2014年8月萬里通召開中國首家通用
積分聯盟啟動儀式，與多家國內外知名公司展開合作；截至2014年9月30日，
萬里通註冊用戶數達6,271萬，較年初增長53%，合作商戶門店超50萬家，積
分交易規模同比增長260%。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運行仍將處在合理區間，金融體制改革將持續深化，金
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斷提升，但整體形勢仍舊錯綜複雜，給金
融業的經營帶來一定的挑戰。本公司將密切關注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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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平安戰車」的公司管控及治理模型，全面提升集團內各子公司的協同效
應，持續探索現代科技與傳統金融的深度融合，努力把平安建設成為「國際
領先的個人金融生活服務提供者」。

五、 重要事項

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股份情況

2014年7月15日，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認購平
安銀行非公開發行股票的議案》及《關於平安資管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優
先股的議案》，決定以自有資金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普通股股份，認購比
例為平安銀行本次非公開發行普通股數量的45%-50%，並通過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以其受託管理的保險資金認購平安銀行非公
開發行優先股股份，認購比例為平安銀行本次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數量的50%-
60%，認購優先股的具體比例以相關監管部門批復為准。

截至本報告披露之日，本次股份認購尚需取得有關監管機關的批准。

六、 承諾事項

股東承諾

本公司於2010年2月22日接獲原深圳市新豪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後更名為
「林芝新豪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景傲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後更名
為「林芝景傲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和原深圳市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後更
名為「工布江達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三家股東的書面通知。根據該等書
面通知，林芝新豪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和林芝景傲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將在5年
內以在二級市場公開出售和大宗交易相結合的方式減持，每年減持本公司的
股份將分別不超過389,592,366股A股股份及331,117,788股A股股份的30%。
工布江達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擁有本公司A股股份中的88,112,886股在5年
內也將以在二級市場公開出售和大宗交易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減持，每年減持
本公司的股份將不超過88,112,886股A股股份的30%。

截至2014年9月30日，上述承諾仍在履行之中，沒有出現違反承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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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深發展1重大資產重組所作出的承諾

(1) 本公司承諾，自本次深發展非公開發行股份發行結束之日起36個月內不
得轉讓本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深發展全部股份。但是，在適用法律許可
的前提下，在本公司與本公司關聯機構（即在任何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受本公司控制、與本公司共同受他人控制的人）之間進
行轉讓不受此限。上述期限屆滿之後本公司可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處置該等新發行股份。

(2) 本公司承諾，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在本公司作為深發展的控
股股東期間，針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未來擬從事或實質
性獲得深發展同類業務或商業機會，且該等業務或商業機會所形成的資
產和業務與深發展可能構成潛在同業競爭的情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業將不從事與深發展相同或相近的業務，以避免與深發展的
業務經營構成直接或間接的競爭。

(3) 本公司承諾，在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業與深發展之間發生的構成深發展關聯交易的事項，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遵循市場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
照公允、合理的市場價格與深發展進行交易，並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及
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履行決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本公司保證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不通過與深發展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
當的利益或使深發展承擔任何不正當的義務。

(4) 本公司承諾，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在本公司作為深發展的控股股
東期間，將維護深發展的獨立性，保證深發展在人員、資產、財務、機
構、業務等方面與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彼此間獨立。

1 深發展，指原深圳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開始是本公司的聯營公司，2011年7
月轉為本公司的子公司，於2012年7月27日更名為「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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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9月30日，上述第(1)項承諾已經履行完畢，其餘承諾仍在履行之
中，沒有出現違反承諾的情況。

發行A股可轉債所作出的承諾

本公司在發行A股可轉債期間，就部分下屬公司涉及自用物業建設項目及養
老社區建設項目，本公司承諾，目前及未來都將嚴格遵守保險資金投資不動
產的相關規定，遵守專地專用原則，不變相炒地賣地，不利用投資養老和自
用性不動產的名義開發和銷售商品住房。

截至2014年9月30日，上述承諾仍在履行之中，沒有出現違反承諾的情況。

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1,323,384,991股新股所作出的承諾

本公司就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1,323,384,991股新股承諾，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2014年1月9日）起，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轉讓。但是，在適用法律許可
的前提下，在本公司關聯機構（即在任何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直接或間
接受本公司控制、與本公司共同受他人控制的人）之間進行轉讓不受此限。
鎖定期滿之後，本公司可以按中國證監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處置
本次發行的股份。

截至2014年9月30日，上述承諾仍在履行之中，沒有出現違反承諾的情況。

七、 擔保情況

（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對外擔保情況（不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報告期內對外擔保發生額合計 –

報告期末對外擔保餘額合計 –

公司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情況

報告期內對控股子公司擔保發生額合計 14,551

報告期末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 3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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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擔保總額情況（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擔保總額 33,905

擔保總額佔公司淨資產的比例(%) 15.5

  其中：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
 （於2014年9月30日）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餘額 28,445

註： 上表中的數據未包含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平安銀行等按照監管部門批准的經營範圍
開展的金融擔保業務的數據。

八、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一） 合併利潤表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毛承保保費及保單費收入 71,708 60,071 251,103 204,531
減：分出保費 (5,207) (4,361) (19,082) (13,802)

淨承保保費及
 保單費收入 66,501 55,710 232,021 190,729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3,482) (2,542) (9,638) (6,531)

已賺保費 63,019 53,168 222,383 184,198
分保佣金收入 1,713 1,516 6,080 4,076
銀行業務利息收入 30,906 24,293 88,097 67,647
非保險業務手續費及
 佣金收入 6,806 4,290 18,000 10,968
投資收益 18,920 14,392 46,307 41,840
應佔聯營企業和
 合營企業損益 122 (76) (86) (97)
其他業務收入 4,527 2,754 11,577 7,562

收入合計 126,013 100,337 392,358 31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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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賠款及保戶利益 (47,839) (44,896) (171,848) (152,768)
保險業務佣金支出 (8,631) (6,101) (25,992) (18,976)
銀行業務利息支出 (16,548) (13,344) (48,306) (37,258)
非保險業務手續費及
 佣金支出 (774) (541) (2,212) (1,286)
提取貸款損失準備淨額 (4,033) (1,710) (9,334) (4,281)
匯兌損益 (101) (181) (4) (286)
業務及管理費 (25,938) (21,025) (72,634) (56,700)
財務費用 (1,550) (691) (4,383) (2,046)
其他業務成本 (3,657) (1,657) (8,082) (5,051)

支出合計 (109,071) (90,146) (342,795) (278,652)

稅前利潤 16,942 10,191 49,563 37,542
所得稅 (4,132) (2,510) (10,889) (8,090)

淨利潤 12,810 7,681 38,674 29,452

下列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0,325 5,429 31,687 23,339
 －少數股東損益 2,485 2,252 6,987 6,113

12,810 7,681 38,674 29,452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
 股東的每股收益：
 －基本 1.30 0.69 4.00 2.95
 －稀釋 1.23 0.69 3.78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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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淨利潤 12,810 7,681 38,674 29,452

其他綜合收益
之後或被重分類至
 收益或損失：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023 4,415 16,924 486
影子會計調整 (3,835) (155) (3,546) 421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2 (2) 17 6
應佔聯營企業和合營
 企業其他綜合收益 (2) 6 (1) 8
與其他綜合收益相關的
 所得稅 (1,205) (1,059) (3,278) (205)

稅後其他綜合收益 3,983 3,205 10,116 716

綜合收益合計 16,793 10,886 48,790 30,168

下列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 14,162 8,836 41,485 24,326
 －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 2,631 2,050 7,305 5,842

16,793 10,886 48,790 30,168



15

（三）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2014年9月30日

2014年
9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資產

現金、存放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402,780 353,331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及法定保證金 285,004 237,154
固定到期日投資 1,561,145 1,454,637
權益投資 194,222 157,068
衍生金融資產 4,912 3,402
發放貸款及墊款 1,036,734 861,770
應收保費 27,762 24,205
應收賬款 14,666 8,033
存貨 2,464 1,764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16,246 13,839
保險合同保戶賬戶資產 39,430 35,502
投資合同保戶賬戶資產 4,878 4,101
於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12,049 12,081
投資性房地產 17,743 18,262
固定資產 18,913 18,873
無形資產 43,294 43,89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118 15,253
其他資產 161,136 97,141

資產合計 3,859,496 3,360,312

股東權益及負債

股東權益
股本 7,916 7,916
儲備 99,990 90,167
未分配利潤 110,772 84,62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218,678 182,709
少數股東權益 63,155 56,996

股東權益合計 281,833 23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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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負債
應付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439,290 509,466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02,044 121,642
交易性金融負債 4,512 3,692
衍生金融負債 3,244 2,918
客戶存款及保證金 1,481,080 1,191,515
應付賬款 3,164 2,618
應付所得稅 8,390 4,347
保險應付款 46,985 54,359
保險合同負債 1,162,366 1,030,212
保戶投資合同負債 42,914 38,353
應付保單紅利 28,358 25,232
應付債券 105,740 56,756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66 6,238
其他負債 144,910 73,259

負債合計 3,577,663 3,120,607

股東權益及負債合計 3,859,496 3,360,312

（四） 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94,056 208,86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及
 無形資產的現金流出 (10,229) (5,172)
處置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及
 無形資產的現金流入 334 96
處置投資收到的現金 745,420 907,833
購買投資支付的現金 (977,516) (1,155,763)
定期存款（增加）╱減少淨額 (3,946) 5,623
購買子公司部分少數股權支付的現金淨額 (1,000) –
收購子公司支付的現金 (385) (176)
處置子公司收到的現金 5 109
收到的利息 53,575 43,704
收到的股息 8,137 4,573
收到的租金 1,125 612
其他 (9,007) (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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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193,487) (203,949)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306 1,233
發行債券的現金流入 53,127 1,40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的淨減少額 (2,816) (23,975)
借入資金的現金流入 69,846 28,936
償還資金的現金流出 (29,884) (19,823)
支付的利息 (5,699) (7,247)
支付的股息 (6,078) (3,876)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8,802 (23,3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減少額 (20,629) (18,440)
淨匯兌差額 278 (5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244,877 246,8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224,526 227,897

九、 發佈業績公佈

本業績公佈同時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www.pingan.com)，本業績公佈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及其他相關條例編製的2014
年第三季度報告全文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網
站(www.pingan.com)同時刊登。

承董事會命
馬明哲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深圳，2014年10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孫建一、任匯川、姚波、李源祥及
蔡方方；非執行董事為范鳴春、林麗君、黎哲、謝吉人、楊小平及呂華；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湯雲為、李嘉士、胡家驃、斯蒂芬‧邁爾、葉迪奇、黃世雄及孫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