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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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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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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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百萬元） 9月30日 12月31日

總資產 5,296,564 4,765,159
總負債 4,815,950 4,351,588
權益總額 480,614 413,57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379,378 33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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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總收入 184,696 151,810 592,524 528,109
淨利潤 18,505 16,494 64,813 56,40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5,732 13,627 56,508 48,276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88 0.75 3.17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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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截 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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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01戶，其中A股股東269,840戶，H股股東4,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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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 5,866,58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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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740,236,434 A股 – –

華夏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萬能保險產品

其他
4.00 731,12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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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 
 有限責任公司

國家
2.65 483,801,600 A股 – –

商發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3 261,581,728 H股 –

質押
169,463,933

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41 257,728,008 A股 –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2) 境外法人 1.32 240,633,492 A股 – –

註： (1)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為代其客戶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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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通股票的名義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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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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發控股有限公司均屬於卜蜂集團
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持股子公司，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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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業務回顧

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形勢總體平穩，穩中有進，但仍存在下行壓力。
政府積極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面對宏觀經濟形勢
的不確定性，中國平安堅持既定的經營思路，以「國際領先的個人金融生活
服務提供商」為目標，繼續推進「綜合金融+互聯網」和「互聯網+綜合金融」
戰略，不斷提升用戶及客戶價值。經過前三季度的努力，集團個人客戶規模
穩步增長，用戶客戶轉化效果顯著，保險、銀行、資產管理等核心金融業務
穩健發展，互聯網金融業務保持快速增長。

回顧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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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前三季度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565.08億元，同比增長17.1%；截至2016年9月30日，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為3,793.78億元，較年初增長13.5%；公司總資產約5.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
11.2%。

平安持續加強個人客戶經營，客戶及用戶轉化效果顯著。

截至2016年9月30日，平安集團個人客戶總量1.25億，前三季度新增客戶
2,682萬，其中，線上客戶總量7,620萬，佔個人客戶總量的61.0%。2016年前
三季度，集團互聯網業務持續深化發展，截至2016年9月30日，平安互聯網
用戶規模約3.37億，年活躍用戶量2.29億，公司移動端累計用戶量2.22億。
2016年前三季度，集團互聯網用戶轉化為新增客戶的人數達823萬，佔前三季
度新增客戶總量的30.7%。同時，1,339萬核心金融公司的客戶通過註冊互聯
網服務平台賬戶轉化為我們的線上客戶，佔前三季度新增互聯網用戶總量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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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業務保持穩健發展，個人業務規模和新業務價值持續提升，代理人產能
穩步提升。產險業務品質保持優良。

2016年前三季度，壽險業務規模保費2,955.52億元，同比增長26.2%，其中個
人業務實現規模保費2,807.65億元，同比增長26.6%；壽險業務實現新業務價
值353.48億元，同比增長48.1%。

平安壽險以客戶經營為核心，推動多渠道共同發展，致力於內含價值及規
模的持續、健康、穩定增長。2016年前三季度平安壽險規模保費2,821.53億
元，同比增長26.6%，實現淨利潤229.83億元，同比增長18.7%。其中，代理
人渠道業務實現良好增長，新業務規模保費828.31億元，同比增長39.5%；隊
伍產能穩步提升，人均每月首年規模保費同比增長7.7%。銀行保險業務結構
持續優化，期繳新業務規模保費25.59億元，同比增長116.5%。電銷業務前三
季度實現規模保費123.35億元，同比增長30.6%，市場份額穩居行業第一。
互聯網渠道形成以O2O產品經營模式為核心的差異化競爭優勢，產品不斷豐
富，前三季度實現規模保費35.8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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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供應商。前三季度短期險和長期險業務規模分別為128.17億元和53.04億元，
市場份額均居行業前列。截至2016年9月30日，平安養老險管理的企業年金
受託資產、投資資產及其他委託管理資產共4,177.34億元，其中企業年金受
託資產1,504.02億元，企業年金投資資產1,450.69億元，其他委託管理資產
1,222.63億元，在國內專業養老保險公司中保持領先。

平安產險始終堅持內涵式、精細化的發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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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產險前三季度淨利潤105.07億元，
同比下降6.0%，綜合成本率94.9%；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274.27億元，同比
增長4.8%。其中，車險業務前三季度實現保費收入1,054.09億元，同比增長
11.9%。平安產險來自於交叉銷售、電話及網絡銷售的保費收入588.50億元，
同比增長8.9%；車商渠道保費收入287.47億元，同比增長18.9%。

保險資金管理持續優化資產配置，投資收益率穩步提升。

公司在堅守風險底線的前提下穩步推進高評級的固定收益投資、優先股投
資，把握權益市場波動機會，動態調整權益資產配置比例。截至2016年9月
30日，本公司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1.88萬億元，較年初增長8.6%。2016
年前三季度，保險資金投資組合年化淨投資收益率6.0%，年化總投資收益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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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務規模平穩發展，經營效率持續優化，資產質量整體可控。

2016年前三季度，平安銀行實現淨利潤187.19億元，同比增長5.5%；非利息
淨收入274.05億元，同比增長19.4%，在營業收入中佔比33.43%；計息負債
平均成本2.17%，同比下降0.85個百分點；投產效率持續優化，成本收入比同
比下降4.44個百分點至27.70%；規模平穩增長，吸收存款較年初增長10.3%，
發放貸款和墊款較年初增長17.6%。

零售業務繼續深化大事業部制改革，第三季度末財富及以上客戶32.85萬戶、
管理個人客戶資產7,606.70億元，「平安橙子」實現電子簽名約定書簽署功
能，支持對客戶開放更多資管產品，客戶較年初增長99.0%，信用卡新增發
卡649.99萬張，同比增長46.8%。

平安銀行持續優化信貸結構，管好存量，嚴控增量，加大不良資產清收處
置力度。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末，平安銀行不良貸款率1.56%，撥備覆蓋率
1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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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打造差異化競爭優勢，業績優於行業，主要經營指標排名持續提升。平安
資產管理整體業務穩健增長，第三方業務持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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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為核心業務模式，通過建立全新的風控體系、IT與運營支持管理平台等措
施，確保戰略成功轉型。截至2016年9月30日，信託資產管理規模6,264.89億
元，較年初增長12.2%，其中事務管理類規模較年初增長44.9%至3,255億元，
投資類規模較年初下降12.2%至1,507.68億元，融資類規模較年初下降7.3%至
1,502.21億元。

證券行業受市場波動與經紀交易量下滑影響，前三季度淨利潤同比下降
49.8%。平安證券淨利潤同比下降20.2%，整體業績表現優於行業，營業收入
及淨利潤排名較去年底分別提升4名、7名至第14名、17名，2016年證券公司
分類評級連升三級回歸A類。經紀業務不斷深化互聯網轉型，9月「平安證券」
APP用戶月度活躍數485萬，券商排名較1月提升7名至第二名。機構業務不
斷擴大在固定收益業務上中下游各環節的優勢，債券主承銷家數排名行業第
四，債券交易保持較高投資收益率水平，利率互換做市排名保持券商第一；
同時將交易技術有效輸出，主動管理產品及投資顧問業務規模較年初增長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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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資產管理公司整體業務穩健增長，不斷提升風險管理水平，第三方業務
持續拓展，加強創新，積極為客戶創造價值。截至2016年9月末，資產管理規
模2.16萬億元，較年初增長9.8%，其中第三方資產管理規模2,825.75億元，較
年初增長15.0%，第三方資產管理費收入15.43億元，同比增長36.2%。

互聯網金融業務發展迅速，各項業務實現快速增長。

陸金所控股全方位佈局財富管理、消費金融和機構間金融資產交易，進一步
鞏固在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領先優勢。截至2016年9月30日，陸金所平台累計
註冊用戶數2,550萬，較年初增長39.3%，活躍投資用戶數655萬，較年初增
長80.4%。2016年前三季度零售端交易量10,772.20億元，同比增長239.3%；
期末零售端AUM達3,909.21億元，較2015年底增長55.8%；機構端交易量
32,205.83億元，同比增長428.8%。普惠金融的新增貸款量達1,119.01億元，
同比增長281.6%，期末管理貸款餘額1,116.50億元，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

平安好醫生以提升用戶體驗、完善服務閉環為核心，在線上和線下向用戶提
供健康管理和移動醫療服務。截至2016年9月底，平安好醫生累計為1.1億用
戶提供健康管理服務，日諮詢量峰值超25萬，月活躍用戶數峰值突破2,600
萬。在易觀智庫發佈的醫療問診類APP排行榜中，平安好醫生位居第一。在
艾瑞諮詢發佈的2016年中國獨角獸企業估值榜中，平安好醫生以A輪融資5億
美元、估值30億美元在互聯網醫療健康行業中位居第一。

壹錢包公司進一步明確了以「壹錢包」APP為主體、「積分+支付」融合發展
的新戰略。前三季度，支付及積分業務交易規模達20,057.18億元，同比增長
107.8%；累計註冊用戶數6,498.70萬，月均活躍用戶620.69萬。積分管理業務
致力於為各行業提供會員權益解決方案，新增積分發放89.50億元，同比增長
168.0%。

金融一賬通致力於成為中國領先的開放式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截至2016年
第三季度末，已全面覆蓋C端和B端業務。其中，C端業務方面，一賬通平台
繼續深化場景建設，為用戶提供賬戶、財富、信用、生活管理四大類服務，
用戶規模近1.57億，較年初增長49.9%，月活躍用戶超2,220萬，同比增長
62.0%；B端業務方面，金融一賬通雲服務平台已累計與174家銀行及996家非
銀金融及准金融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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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第四季度，一方面，在低利率環境下，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市場競爭壓
力加大；另一方面，隨着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不斷深化，國內經濟正處於新舊
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面對當前經濟的複雜形勢和風險挑戰，中國平安
將密切關注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加強內部控制與精細化管理，提升經營效
率，實現全年利潤和新業務價值持續穩健增長；同時，不斷推進互聯網金融
模式的全面佈局及創新，朝着平安3.0時代的戰略方向不懈努力，打造「開放
平台+開放市場」，持續為投資者和社會創造價值。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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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平安資
管認購平安銀行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的議案》，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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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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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15日，本公司公告提及平安銀行已按照票面金額即100元╱股平價
發行20,000萬股優先股，票面股息率為4.37%，募集資金總額為200億元。平
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已按照上述發行價格認購平安銀行本次非公開發行
的11,600萬股優先股股票。

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實施情況

經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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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計劃」）正式實施。持股計劃實施以來公司經營穩健，股東、公司和員
工利益共用、風險共擔，為進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建立健全公司長期
激勵和約束機制，促進公司長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截至本報告期末，持股計劃共實施兩期：

2015年持股計劃

參加對象為包括公司董事、職工代表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內的平安集團及
其附屬子公司的839名核心關鍵人員，資金來源為員工的合法薪酬及業績獎金
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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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委託持股計劃管理人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後於2015年9月9日因設
立子公司變更為「招商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於2015年3月20日至2015年3
月26日通過二級市場完成購股，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4,050,253股，總金
額合計人民幣312,047,645元（含費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044%，購股詳
情參見公司2015年3月27日及2015年3月30日披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網站的《關於2015年度核心人員持
股計劃完成股票購買的公告》。

由於本公司2014年年度利潤分配涉及以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每十股轉增十
股，導致本期持股計劃的總股數變更為8,100,506股。本期持股計劃於2016年
3月30日解禁並歸屬三分之一，歸屬分為兩批操作：第一批於2016年3月30日
歸屬，涉及員工514人，第二批於2016年4月27日歸屬，涉及員工251人。另
有74名員工不符合歸屬條件，收回股票588,281股。

2016年持股計劃

參加對象為包括公司董事、職工代表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內的平安集團及
其附屬子公司的773名核心關鍵人員，資金來源為員工的合法薪酬及業績獎金
額度。

公司委託持股計劃管理人招商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於2016年3月17日至
2016年3月21日通過二級市場完成購股，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14,803,850
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481,578,936.53元，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081%，成
交均價為人民幣32.53元╱股。本次所購買的股票鎖定期為2016年3月23日至
2017年3月22日，購股詳情參見公司2016年3月22日及2016年3月23日披露於
聯交所、上交所網站的《關於2016年度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完成股票購買的公
告》。本報告期內不存在因持股計劃持有人處分權利而引起的股份權益變動。

本公司持股計劃的管理機構為招商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報告期內管理機
構未發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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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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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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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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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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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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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擔保情況

（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和子公司對外擔保情況（不包括對子公司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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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子公司的擔保情況

報告期內對子公司擔保發生額合計 9,403

報告期末對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 37,138

公司擔保總額情況（包括對子公司的擔保）

擔保總額 37,138

擔保總額佔公司淨資產的比例(%) 9.8

 其中：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於2016年 
     9月30日）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餘額 31,394

    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總額超過公司
     淨資產50%部分的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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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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子公司償付能力情況（償二代）

（人民幣百萬元）

2016年9月30日 平安壽險 平安產險 平安養老險 平安健康險

核心資本 502,660 67,894 6,839 222

實際資本 534,660 75,894 6,839 222

最低資本 233,265 25,282 2,432 151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 215.5 268.5 281.2 147.4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229.2 300.2 281.2 147.4

註： (1) 有關子公司償付能力情況的更詳細信息，請查閱公司網站(www.pingan.com)。

 (2) 因四捨五入，指標直接計算未必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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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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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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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73 84,556 359,346 296,831
減：分出保費 (3,889) (5,856) (13,178) (18,767)

淨承保保費 98,584 78,700 346,168 278,064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556) (891) (5,517) (8,393)

已賺保費 97,028 77,809 340,651 269,671
分保佣金收入 1,248 1,881 4,165 5,769
銀行業務利息收入 31,955 33,462 95,609 99,633
非保險業務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1,016 10,867 33,554 31,298
投資收益 31,952 21,438 87,522 104,612
應佔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損益 (308) (103) (565) (333)
其他業務收入 11,805 6,456 31,588 17,459

收入合計 184,696 151,810 592,524 52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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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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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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18) (61,536) (254,254) (240,310)
減：攤回賠款及保戶利益 1,883 4,430 7,447 11,616

賠款及保戶利益 (69,535) (57,106) (246,807) (228,694)
保險業務佣金支出 (20,047) (12,089) (58,792) (37,899)
銀行業務利息支出 (13,196) (15,101) (39,803) (49,418)
非保險業務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299) (664) (3,495) (2,567)
提取貸款損失準備淨額 (11,455) (6,982) (31,274) (19,616)
匯兌損益 290 442 606 2
業務及管理費 (31,893) (33,665) (102,048) (94,869)
財務費用 (3,050) (1,269) (9,368) (3,685)
其他業務成本 (7,995) (3,951) (18,965) (10,395)

支出合計 (158,180) (130,385) (509,946) (447,141)

稅前利潤 26,516 21,425 82,578 80,968
所得稅 (8,011) (4,931) (17,765) (24,563)

淨利潤 18,505 16,494 64,813 56,405

下列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5,732 13,627 56,508 48,276
 －少數股東損益 2,773 2,867 8,305 8,129

18,505 16,494 64,813 5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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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0.75 3.17 2.64
 －稀釋 0.88 0.75 3.16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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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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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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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5 16,494 64,813 5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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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2 (30,890) (9,043) (27,583)
 影子會計調整 (4,800) 13,321 388 9,552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8) (79) 470 (129)
 應佔聯營企業和合營
  企業其他綜合收益 98 17 59 71
 與其他綜合收益相關的所得稅 (1,330) 4,399 2,209 4,928

稅後其他綜合收益 3,212 (13,232) (5,917) (13,161)

綜合收益合計 21,717 3,262 58,896 43,244

下列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 18,824 373 50,503 34,881
 －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 2,893 2,889 8,393 8,363

21,717 3,262 58,896 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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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2016年9月30日

2016年
9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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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274 439,327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及法定保證金 312,274 299,689
固定到期日投資 2,082,571 1,911,871
權益投資 409,829 370,899
衍生金融資產 5,929 8,272
發放貸款及墊款 1,427,043 1,245,371
應收保費 34,864 34,072
應收賬款 17,908 16,778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15,763 17,872
應收融資租賃款 73,907 57,598
保險合同保戶賬戶資產 39,637 48,903
投資合同保戶賬戶資產 4,318 5,084
於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47,354 26,858
投資性房地產 33,481 24,827
固定資產 39,152 35,158
無形資產 59,923 44,9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209 15,663
其他資產 220,128 162,001

資產合計 5,296,564 4,765,159

股東權益及負債

股東權益
股本 18,280 18,280
儲備 180,701 180,630
未分配利潤 180,397 135,338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379,378 334,248
少數股東權益 101,236 79,323

股東權益合計 480,614 41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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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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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54 410,258
交易性金融負債 20,759 8,506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73,518 119,236
衍生金融負債 11,403 4,527
客戶存款及保證金 1,883,713 1,713,907
應付賬款 6,830 4,735
應付所得稅 16,652 14,104
保險應付款 67,635 82,485
保險合同負債 1,581,331 1,419,958
保戶投資合同負債 43,036 42,690
應付保單紅利 38,042 33,028
應付債券 405,335 264,41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044 9,911
其他負債 258,998 223,830

負債合計 4,815,950 4,351,588

股東權益及負債合計 5,296,564 4,765,159

（四） 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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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5) 17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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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 (11,613)
處置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及
 無形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292 52
處置投資收到的現金 2,383,434 1,180,437
購買投資支付的現金 (2,654,753) (1,401,350)
定期存款淨減少╱（增加）額 1,447 21,850
購買子公司部份股權支付的現金淨額 (4,733) (1,837)
收購和處置子公司支付的現金淨額 (14,873) (1,214)
收到的利息 86,203 71,266
收到的股息 29,924 8,905
收到的租金 953 1,316
其他 (9,543) (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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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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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61) (14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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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0 7,023
發行債券的現金流入 646,517 267,052
保險業務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的 
 增加╱（減少） (43,368) 6,891
借入資金的現金流入 137,833 36,767
償還資金的現金流出 (613,000) (133,795)
支付的利息 (14,134) (7,026)
支付的股息 (10,045) (8,990)
其他 10,617 (39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129,140 167,52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減少）額 (82,146) 194,357
淨匯兌差額 1,846 1,1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333,325 263,9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253,025 459,503

九、 發佈業績公佈

本業績公佈同時刊載於聯交所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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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三季度報告
全文將在上交所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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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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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為林麗君、謝吉人、楊小平、熊佩錦及劉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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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