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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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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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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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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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百萬元） 9月30日 12月31日

總資產 4,667,113 4,005,911
總負債 4,262,293 3,652,095
權益總額 404,820 353,81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328,337 28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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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總收入 151,810 126,013 528,109 392,358
淨利潤 16,494 12,810 56,405 38,67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3,627 10,325 48,276 31,687
基本每股收益(1)（人民幣元） 0.75 0.65 2.64 2.00

註： (1)  本公司於2015年8月4日完成以每10股轉增10股的比例將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最
新股本總數為18,280百萬股。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3號－每股收益》，公司以考
慮轉股因素後經調整的股數重新計算了2014年截至9月30日3個月期間和9個月期間
的基本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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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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安轉債」）轉股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增加。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總
股本為18,280,241,410股，其中A股為10,832,664,498股，H股為7,447,576,912
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364,699戶，其中A股股東359,997戶，H股股東4,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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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1) 境外法人 32.19 5,884,893,466 H股 – 未知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國家 5.27 962,719,102 A股 –
質押

380,060,000

同盈貿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32 789,001,992 H股 –
質押

789,001,992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99 546,582,468 A股 – –

隆福集團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7 505,772,634 H股 –
質押

505,772,634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國家 2.65 483,801,600 A股 –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2) 境外法人 1.77 324,084,161 A股 – –

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41 257,728,008 A股 – –

商發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 244,419,328 H股 –
質押

94,667,604

華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保險產品 其他 1.20 218,596,586 A股 – –

註： (1)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戶及其他香港中央
結算系統參與者持有。同盈貿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團有限公司、商發控股有限公
司所持股份登記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為避免重複計算，香港
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數量已經除去同盈貿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團有限
公司、商發控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持股數據。

 (2)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是以名義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並代表他人持有股票的
機構，其中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資者持有的滬股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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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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福集團有限公司、商發控股有限公司屬於卜蜂集團有
限公司的間接全資控股子公司，因具有同一控制人構成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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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轉債情況

經中國保監會、中國證監會核准，本公司於2013年11月22日發行了面值為人
民幣260億元的平安轉債，並於2013年12月9日在上交所上市。由於本公司A
股股票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4年12月22日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15個交易日
（2014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22日）收盤價格不低於平安轉債當期轉股價格
（2014年11月11日至2014年12月9日為40.63元╱股，自2014年12月10日起調
整為41.22元╱股）的130%，根據《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附次級條款）募集說明書》的約定，已滿足平安轉
債的贖回條件。

本公司股東大會已經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轉授權執行董事單獨或共同全
權辦理平安轉債相關事宜，經本公司全體執行董事決議通過，公司已行使平
安轉債提前贖回權，對贖回登記日（2015年1月9日）登記在冊的平安轉債全部
贖回。

截至2015年1月9日收市後，累計有人民幣25,965,569,000元平安轉債轉為本
公司A股股票，累計轉股股數為629,922,613股，佔平安轉債轉股前已發行
股份總額7,916,142,092股的7.95744%。本公司平安轉債贖回金額為人民幣
34,431,000元，佔發行總額人民幣260億元的0.13243%。

自2015年1月12日起，平安轉債停止交易和轉股。自2015年1月15日起，本公
司的平安轉債(113005)、平安轉股(191005)在上交所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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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告期業務回顧

2015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投資增速趨緩，消費增速平
穩，經濟形勢仍較為複雜。中國平安繼續保持核心金融業務和互聯網金融業
務並進的戰略，保險業務實現穩健增長，品質優良；銀行業務規模持續增
長，盈利能力保持穩定；投資業務把握市場機遇，業務轉型初見成效；繼續
加強互聯網金融佈局，積極推進業務整合，協同效應逐步顯現。

回顧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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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前三季度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482.76億元，同比增長52.4%；截至2015年9月30日，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為3,283.37億元，較年初增長13.4%；公司總資產約4.67萬億元，較年初增長
16.5%。

壽險業務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個人壽險新業務增長強勁，代理人產能穩
步提升。平安產險市場份額穩步提升，業務品質和盈利能力保持優良。保險
資金淨投資收益率穩步提升。

平安壽險以客戶經營為核心，堅持隊伍為基、慈善為本、體驗驅動、創新發
展，個險、銀保、電網銷等多渠道共同發展，致力於內含價值及規模的持
續、健康、穩定發展。2015年前三季度，壽險業務實現規模保費2,341.45億
元，同比增長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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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92億元，同比增長18.4%，其中新業
務規模保費642.44億元，同比增長51.7%。隊伍產能穩步提升，人均每月首年
規模保費同比增長18.6%；電銷業務前三季度實現規模保費94.44億元，同比
增長40.2%，市場份額穩居行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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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產險緊緊圍繞監管的各項政策和要求，始終堅持內涵式、精細化的發展
道路，以效益為核心、以合規守序經營為前提，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和客戶體
驗，實現了規模和品質的均衡發展，總體經營處於健康水平。平安產險前三
季度實現保費收入1,216.38億元，同比增長15.7%。其中，來自於交叉銷售和
電話及網絡銷售的保費收入540.48億元，同比增長21.9%；車商渠道保費收入
241.73億元，同比增長14.1%。同時，平安產險業務品質和盈利能力持續保持
優良，前三季度綜合成本率為94.4%。

平安養老險致力於成為中國領先的養老資產管理機構和領先的民生福利服務
提供商。2015年前三季度，平安養老險長期險和短期險業務累計規模分別為
50.85億元和86.90億元，市場份額均居行業前列；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
企業年金受託資產1,183.53億元，企業年金投資資產1,275.70億元，其他管理
資產314.83億元，在國內專業養老保險公司中保持領先。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1.61萬億元，較年初增
長9.5%。2015年前三季度，保險資金投資組合年化淨投資收益率穩步提升至
5.6%，年化總投資收益率7.8%。

銀行業務規模持續增長，盈利能力保持穩定，資產質量整體可控。

平安銀行加強「專業化、集約化、投行化、綜合化、互聯網化」建設，各項業
務繼續保持平穩增長。2015年前三季度，平安銀行實現淨利潤177.40億元，
同比增長13.0%；非利息淨收入229.46億元，同比增長41.4%，在營業收入中
的佔比同比提升2.55個百分點至32.25%；淨利差、淨息差同比提升0.23、0.20
個百分點。同時，費用增幅大幅低於收入增幅，投產效率持續改善，成本收
入比32.14%，同比下降4.56個百分點。截至2015年9月末，平安銀行資產總額
約2.6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8.9%；吸收存款1.72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2.4%；
發放貸款和墊款約1.21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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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年以來國內經濟持續下行，部份企業經營困難，融資能力下降，致使
銀行業整體面臨的資產質量壓力不斷增大。平安銀行積極應對各種挑戰，
實施全面風險管理，在支持實體經濟的同時，堅持以風險控制為本的經營
理念，確保穩健經營。截至9月末，不良貸款餘額161.99億元，不良率為
1.34%，貸款撥備覆蓋率為166.97%；撥貸比2.24%，較年初上升0.18個百分
點。平安銀行已通過一系列措施，管好存量、嚴控增量，加大不良資產清收
處置力度，前三季度共清收不良資產45.10億元，加大撥備及核銷力度，資產
質量整體可控。

信託業務保持穩健增長，積極推動業務模式改造與轉型，嚴控風險底線。證
券業務把握市場節奏，業績創歷史新高。平安資產管理持續拓展第三方業
務，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建設。

平安信託業務保持穩健增長，積極推進戰略轉型落地實施。以「零售、對
公、同業和PE」四大核心業務為基礎，通過建立全新的風控體系與撥備機制
和打造配套的IT與運營支持平台等措施，確保戰略成功轉型。截至2015年9月
30日，信託資產管理規模4,308.44億元，較年初增長7.8%，其中，集合信託
中融資類信託資產管理規模為1,064.13億元。

平安證券堅持推進戰略轉型，把握市場節奏，業績創歷史新高，經紀、固
收、股權三駕馬車的業務結構更加均衡和穩固。2015年前三季度，債券主
承銷家數市場排名第二，IPO主承銷家數市場排名第三；期末資產管理類業
務規模1,962.96億元，較年初增長31.1%，其中面向銀行類金融機構的投顧
業務規模702.80億元，較年初增長122.0%；經紀業務前三季度累計新增客戶
216.68萬，新增股東戶市場份額5.28%，位居行業前列，存量股東戶市場份額
達2.59%，同比翻番。互聯網轉型取得突破，互聯網渠道對新增獲客貢獻度
由去年底14%快速提升至50%。

平安資產管理公司持續提升專業投資能力，積極拓展第三方業務，完善風險
管理體系建設，優化投資組合配置。截至2015年9月末，資產管理規模1.84萬
億元，較年初增長12.8%，其中第三方資產管理規模2,333.93億元，較年初增
長37.8%，第三方資產管理費收入11.33億元，同比增長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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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業務保持高速增長，積極推動業務整合，協同效應逐步顯現。

平安集團互聯網金融業務保持高速增長，截至2015年9月30日，平安互聯網用
戶規模近1.97億，較年初增長43.2%，前三季度月活躍用戶量近2,700萬，同
比增長152.8%。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用戶總量達1.45億，其中，持有傳統金融
產品用戶數超過4,890萬，佔比達33.7%。同時，移動端用戶增長迅猛，APP
總用戶規模達7,257萬，較年初增長268.2%。

陸金所致力於用先進互聯網技術和理念滿足投融資需求，成為中國最佳的互
聯網金融平台。陸金所控股公司整合陸金所和平安普惠，形成「大陸金所」
新格局。截至2015年9月末，陸金所累計註冊用戶數1,429萬，較年初增長
179.2%；活躍投資人數達204萬，較年初增長近5倍，2015年前三季度新增投
資用戶數172萬。陸金所2015年前三季度總交易量9,264億元，同比增長超過
9倍，個人零售端交易量3,174億元，同比上漲逾6倍，其中P2P交易量299億
元，同比上漲逾2倍；機構端交易量6,090億元，同比增長近11倍，繼續保持
行業領先地位。另外，零售端通過移動端進行的交易佔比超過60%，陸金所
成為互聯網用戶線上便捷理財的利器。

平安付與萬里通啟動整合，壹錢包、插件、積分、彩票及遊戲業務共同推
動用戶流量提升；同時，依託支付基礎賬戶能力和集團綜合金融，擴大金
融客戶及資產規模。2015年前三季度，平安付與萬里通整體交易規模達
9,654億元，同比增長超12倍；截至2015年9月底，壹錢包累計註冊用戶數為
3,242萬，較年初增長251.4%，萬里通累計註冊用戶數8,775萬，較年初增長
23.8%。萬里通前三季度新增積分發放33億元，同比增長211.8%，累計積分
交易規模達到113億元，同比增長391.1%。

平安金融科技致力成為中國最大的開放式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截至2015年
9月30日，累計用戶7,100萬，管理用戶資產超過1.2萬億元。一賬通為用戶提
供賬戶、財富、信用、生活管理四大類服務，整合116類金融和生活賬戶，通
過全品類的開放金融旗艦店為用戶提供多種財富管理方式。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開啟雙引擎，迎來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新局面，金融
與互聯網行業不斷發生新的變革和融合，行業將迎來重大挑戰和機遇。本公
司將密切關注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繼續保持核心業務穩健增長，深度推動
互聯網金融模式的探索與業務創新，努力把平安建設成為「國際領先的個人
金融生活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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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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0日，本公司已按照發行價格16.70元╱股認購平安銀行本次非公
開發行的210,206,652股A股股票。本次認購完成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平安銀行A股8,299,032,160股，約佔平安銀行發行後總股本的58%。

2015年9月1日，平安銀行收到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平安銀行非
公開發行優先股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復》，同意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不超過2
億股的優先股，募集金額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優
先股事項尚需取得有關監管機關的批准。

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實施情況

經公司2014年10月28日召開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2015年2月5
日召開的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正式實
施，並委託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因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獲准設立
全資證券資產管理子公司，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資產管理人於2015年9
月9日由「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招商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其
他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和香港
聯合交易所網站(www.hkex.com.hk)發佈的相關公告。



9

六、 承諾事項

與深發展1重大資產重組所作出的承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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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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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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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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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平安轉債所作出的承諾

本公司在發行平安轉債期間，就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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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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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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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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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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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06,652股新股所作出的承諾

本公司就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210,206,652股新股承諾，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2015年5月21日）起，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轉讓。該等股份，在限售期內
既不在非關聯企業間出售轉讓，也不在關聯企業間轉讓處分，也不就該限售
股份作出其他任何權益處分的安排。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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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報告期末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 33,950

公司擔保總額情況（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擔保總額 33,950

擔保總額佔公司淨資產的比例(%) 10.3

 其中：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於2015年
 9月30日）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餘額 3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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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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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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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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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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56 71,708 296,831 251,103
減：分出保費 (5,856) (5,207) (18,767) (19,082)

淨承保保費 78,700 66,501 278,064 232,021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891) (3,482) (8,393) (9,638)

已賺保費 77,809 63,019 269,671 222,383
分保佣金收入 1,881 1,713 5,769 6,080
銀行業務利息收入 33,462 30,906 99,633 88,097
非保險業務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0,867 6,806 31,298 18,000
投資收益 21,438 18,920 104,612 46,307
應佔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損益 (103) 122 (333) (86)
其他業務收入 6,456 4,527 17,459 11,577

收入合計 151,810 126,013 528,109 39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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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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賠款及保戶利益毛額 (61,536) (51,718) (240,310) (182,383)
減：攤回賠款及保戶利益 4,430 3,879 11,616 10,535

賠款及保戶利益 (57,106) (47,839) (228,694) (171,848)
保險業務佣金支出 (12,089) (8,631) (37,899) (25,992)
銀行業務利息支出 (15,101) (16,548) (49,418) (48,306)
非保險業務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664) (774) (2,567) (2,212)
提取貸款損失準備淨額 (6,982) (4,033) (19,616) (9,334)
匯兌損益 442 (101) 2 (4)
業務及管理費 (33,665) (25,938) (94,869) (72,634)
財務費用 (1,269) (1,550) (3,685) (4,383)
其他業務成本 (3,951) (3,657) (10,395) (8,082)

支出合計 (130,385) (109,071) (447,141) (342,795)

稅前利潤 21,425 16,942 80,968 49,563
所得稅 (4,931) (4,132) (24,563) (10,889)

淨利潤 16,494 12,810 56,405 38,674

下列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3,627 10,325 48,276 31,687
 －少數股東損益 2,867 2,485 8,129 6,987

16,494 12,810 56,405 3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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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 0.65 2.64 2.00
 －稀釋 0.75 0.62 2.6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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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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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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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4 12,810 56,405 38,674

其他綜合收益
以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0,890) 9,023 (27,583) 16,924
 影子會計調整 13,321 (3,835) 9,552 (3,546)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79) 2 (129) 17
 應佔聯營企業和合營
  企業其他綜合收益 17 (2) 71 (1)
 與其他綜合收益相關的所得稅 4,399 (1,205) 4,928 (3,278)

稅後其他綜合收益 (13,232) 3,983 (13,161) 10,116

綜合收益合計 3,262 16,793 43,244 48,790

下列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 373 14,162 34,881 41,485
 －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 2,889 2,631 8,363 7,305

3,262 16,793 43,244 48,790



14

（三）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2015年9月30日

2015年
9月30日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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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847 398,485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及法定保證金 305,576 313,728
固定到期日投資 1,904,553 1,608,736
權益投資 276,774 241,690
衍生金融資產 5,528 4,311
發放貸款及墊款 1,227,799 1,053,882
應收保費 36,754 30,740
應收賬款 15,446 14,983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17,941 15,587
應收融資租賃款 55,163 37,908
保險合同保戶賬戶資產 41,509 42,673
投資合同保戶賬戶資產 4,670 4,577
於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23,259 12,898
投資性房地產 24,163 17,170
固定資產 31,456 28,341
無形資產 42,509 43,03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320 12,354
其他資產 164,846 124,816

資產合計 4,667,113 4,005,911

股東權益及負債

股東權益
股本 18,280 8,892
儲備 171,659 181,597
未分配利潤 138,398 99,07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328,337 289,564
少數股東權益 76,483 64,252

股東權益合計 404,820 35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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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30日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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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757 456,153
交易性金融負債 7,785 4,747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84,469 99,672
衍生金融負債 3,224 2,770
客戶存款及保證金 1,704,163 1,510,448
應付賬款 5,918 2,721
應付所得稅 13,201 10,643
保險應付款 56,451 65,660
保險合同負債 1,362,651 1,206,816
保戶投資合同負債 39,667 38,330
應付保單紅利 31,842 28,673
應付債券 236,148 88,119
遞延所得稅負債 7,703 6,160
其他負債 136,314 131,183

負債合計 4,262,293 3,652,095

股東權益及負債合計 4,667,113 4,005,911

（四） 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5年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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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67 112,09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及
 無形資產支付的現金 (11,613) (10,229)
處置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及
 無形資產收回的現金凈額 52 334
處置投資收到的現金 1,180,437 720,592
購買投資支付的現金 (1,401,350) (952,688)
定期存款凈減少╱（增加）額 21,850 (3,946)
購買子公司部份股權支付的現金淨額 (1,837) (1,000)
收購和處置子公司支付的現金淨額 (1,214) (380)
收到的利息 71,266 53,575
收到的股息 8,905 8,137
收到的租金 1,316 1,125
其他 (12,050) (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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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5年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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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38) (193,487)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7,023 306
發行債券的現金流入 267,052 53,127
保險業務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的
 增加╱（減少） 6,891 (2,816)
借入資金的現金流入 36,767 29,907
償還資金的現金流出 (133,795) (14,906)
支付的利息 (7,026) (5,699)
支付的股息 (8,990) (6,078)
其他 (394) 6,926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167,528 60,7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減少）額 194,357 (20,629)
淨匯兌差額 1,186 2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263,960 244,8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459,503 22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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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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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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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吉人、楊小平及呂華；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胡家驃、斯蒂芬‧邁爾、葉迪奇、黃世雄、孫東東及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