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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1 公司简介 

【法定名称及缩写】 

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缩写：现代财产保险） 

英文名称：Hyundai Insurance(China) Company Limitid 

 

【注册资本】 

5.5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8号现代汽车大厦508室 

 

【成立时间】 

2007年3月2日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内，经营

下列保险业务：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 

经营区域：北京市、山东省行政辖区 

 

【法定代表人】 

赵镛一 

 

【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4006-080808 

 

【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和联系电话】 

青岛分公司：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C座601室 

电话号码：0532-80991980 

邮政编码：266061 

 

2 财务会计信息 

 

2.1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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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6 年 2015 年 

    

资产    

    

货币资金 5 33,745,101.06 48,120,686.45 

应收利息 6 32,203,046.58 31,105,911.33 

应收保费 7 3,713,764.66 6,896,436.26 

应收分保账款 8 80,414,726.75 82,933,868.47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89,245,795.75 134,132,160.72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205,323,352.63 1,269,855,584.60 

定期存款 9 331,000,000.00 135,243,190.52 

存出资本保证金 10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固定资产 11 3,221,080.90 3,929,693.61 

无形资产 12 8,551,711.28 6,328,583.67 

其他资产 13 78,061,174.66 7,767,218.60 

  
    

资产总计  975,479,754.27 1,836,313,334.23 

  
    

 

 附注 2016 年 2015 年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预收保费  3,019,120.79 3,099,821.78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2,147,458.69 2,433,544.29 

应付分保账款 14 82,761,240.89 125,969,135.51 

应付职工薪酬 15 1,157,224.73 215,622.59 

(待抵扣) / 应交税费 4(3) (127,076.75) 608,970.49 

应付赔付款  403,606.31 2,475,675.80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6 131,978,268.66 182,796,782.20 

未决赔款准备金 16 290,185,870.81 1,350,720,414.98 

其他负债 17 8,336,846.60 4,164,248.51 

  
    

负债合计  519,862,560.73 1,672,484,216.15 

  
----------------------------------------------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8 550,000,000.00 5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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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 - 

未弥补亏损  (94,382,806.46) (386,170,881.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5,617,193.54 163,829,118.08 

  
----------------------------------------------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975,479,754.27 1,836,313,334.23 

 

 

  

    

利润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已赚保费  80,108,572.55 58,779,433.70 

保险业务收入 19 226,361,552.82 266,984,279.84 

其中：分保费收入 20 115,562,679.97 140,173,192.68 

减：分出保费 21 (152,185,128.84) (215,256,783.76) 

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2 5,932,148.57 7,051,937.62 

投资收益 23 13,569,798.65 12,423,641.74 

汇兑 (损失) / 收益  (12,271,619.09) 13,536,269.08 

其他业务收入  20,070,984.29 1,689,333.37 

  
    

营业收入合计  101,477,736.40 86,428,677.89 

  
----------------------------------------------

 

 附注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支出    

赔付支出 24 (1,084,597,688.28) (1,836,941,310.82) 

减：摊回赔付支出 21 1,046,884,462.51 1,782,321,278.87 

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25 1,060,534,544.17 668,514,083.55 

减：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26 (1,064,532,231.97) (685,476,303.91) 

分保费用 20 (27,940,741.51) (23,045,120.24) 

税金及附加  (2,649,885.25) (6,741,616.1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7 (9,526,958.99) (12,745,056.37) 

业务及管理费 28 (50,596,873.77) (23,832,251.22) 

减：摊回分保费用 21 39,983,008.17 31,989,3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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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成本  (175,412.77) (247,495.40) 

资产减值转回 / (损失) 29 282,924,529.98 (283,977,876.83) 

  
    

营业支出合计  190,306,752.29 (390,182,317.29) 

  
----------------------------------------------

营业利润 / (亏损)  291,784,488.69 (303,753,639.40) 

加：营业外收入  3,586.77 173,750.21 

  
    

利润 / (亏损) 总额  291,788,075.46 (303,579,889.19) 

    

减：所得税费用 30 - - 

  
    

净利润 / (亏损)  291,788,075.46 (303,579,889.19)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综合收益总额  291,788,075.46 (303,579,889.19) 

  
    

 

 

 

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6 年 2015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114,873,303.51 126,799,704.86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1,186,192,130.59 1,545,681,277.1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74,571.06 1,863,083.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1,140,005.16 1,674,344,065.55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1,024,736,484.50) (1,775,998,272.32)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9,821,683.12) (13,887,003.9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5,590,432.32) (13,885,718.01)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787,132.10) (7,094,618.4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732,061.45) (15,436,7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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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9,667,793.49) (1,826,302,385.55) 

  
----------------------------------------------

经营活动产生 / (使用) 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 171,472,211.67 (151,958,320.00) 

  
----------------------------------------------

 

 附注 2016 年 2015 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1,428,997.24 5,524,779.2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472,663.40 2,201,825.7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3,901,660.64 7,726,604.97 

  
----------------------------------------------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  (4,483,213.56) (2,908,548.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9,185,806.72) (33,176,493.4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3,669,020.28) (36,085,041.43) 

  
----------------------------------------------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767,359.64) (28,358,436.46)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919,562.58 1,626,886.52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 31(2) (6,375,585.39) (178,689,869.94)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120,686.45 226,810,556.39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3) 41,745,101.06 48,120,686.45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收资本 其他综合收益 未弥补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6 年 1 月 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386,170,881.92) 163,829,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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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 - - 291,788,075.46 291,788,075.46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94,382,806.46) 455,617,193.54 

 
        

     

 实收资本 其他综合收益 未弥补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5 年 1 月 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82,590,992.73) 467,409,007.27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 - - (303,579,889.19)(303,579,889.19)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386,170,881.92) 163,829,118.08 

 
        

 

2.2 会计报表附注 

 

1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 

 

(1)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6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2) 会计年度 

 

本公司的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本公司选定记账本位币的依据是主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 

 

  
2 主要会计政策和主要会计估计 

 
包括（外币折算、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经营租赁租入
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金融工具、资产减值准备、公允价值的计
量、职工薪酬、保险保障基金、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准备金、所得税、预计
负债、收入确认、再保险、政府补助、关联方、分部报告、主要会计估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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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审计报告针对上述项目逐一进行批注，详见公司互联网站披露年度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网址如下 http://www.hi-ins.com.cn/ 
 
3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本公司无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3 审计报告主要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以及 2016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3.金融工具的风险分析及敏感性分析 
 
本公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保险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

外汇风险。 
本公司已制定风险管理政策以辨别和分析本公司所面临的风险，设定适当的

风险可接受水平并设计相应的内部控制程序，以监控本公司的风险水平。本公司

会定期审阅这些风险管理政策及有关内部控制系统，以适应市场情况或本公司经

营活动的改变。本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也定期或随机检查内部控制系统的执行是

否符合风险管理政策。 

 

(1) 保险风险 

 

(a) 保险风险类型 

 

保险风险在于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赔款金额和时间的不

确定。在保险合同下，本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实际赔款及保户利益给付超

过已计提保险责任的账面额。这种风险在下列情况下均可能出现： 

 

发生性风险 - 保险事故发生的数量与预期不同的可能性。 

严重性风险 - 保险事故产生的成本与预期不同的可能性。 

发展性风险 - 投保人的责任金额在合同期结束时出现变动的可能性。 

 

风险的波动性可通过把损失风险分散至大批保险合同组合而得以改善，因为

较分散的合同组合很少因组合中某部分的变动而使整体受到影响。慎重选择

和实施承保策略和方针，以及合理运用再保险安排也可改善风险的波动性。 

 

就意外险合同而言，传染病、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和自然灾害均为可能增加

整体索赔率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比预期更早或更多的索赔。就财产保险合同

而言，索赔经常受到自然灾害、巨灾、恐怖袭击等因素影响。 

 

保险风险也会受保户终止合同、降低保费、拒绝支付保费等影响。因此，保

险风险受保单持有人的行为和决定影响。 

 

http://www.hi-i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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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险风险集中度 

 

本公司的原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再保险业务 (包括分入业务和分

出业务) 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和韩国，因此按地域划分的保险风险主要集中

在中国境内和韩国。 

 

本公司保险风险按业务类别划分的集中度于附注 19 中分析。 

 

(c) 假设及敏感性分析 

 

假设 

 

估计采用的主要假设为基于本公司的过往赔付经验，包括各事故年度的平均

赔付成本、理赔费用、赔付通胀因素及赔案数目的假设。须运用判断来评估

外部因素 (如司法裁决及政府立法等) 对估计的影响。 

 

敏感性分析 

 

上述主要假设将影响未决赔款准备金。若干变量的敏感度无法量化，如法律

变更、估计程序的不确定性等。此外，由于发生赔案与报案和最终结案之间

的时间差异，于评估日尚无法精确地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数额。 

 

本公司预测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综合赔付率变化 1%，将引起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变动约为人民币 80 万元 (2015 年：人

民币 59 万元) 。 

 

再保险 

 

本公司主要通过订立再保险合同控制保险业务的损失风险。大部分分保业务

为协议分保，并按产品类别设立不同自留额。对于可从再保险公司摊回的赔

款金额，使用与原保单一致的假设进行估计，并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为应收

分保账款或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尽管本公司可能已订立再保险合同，但这并不会解除本公司对保户承担的直

接责任。因此再保险存在因再保险公司未能履行再保险合同应承担的责任而

产生的信用风险。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不能履行义务，造成另一方发生财务损失的

风险。本公司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应收保费、

与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安排等有关。管理层会持续监控这些信用风险的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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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定期存款存放于国有商业银行及普遍认为较稳健的金融机构；对于

应收保费，本公司仅对信用良好的投保人赊销，且账龄期限一般较短，历史

上从未发生过坏账；对于再保业务的应收款项，合作的主要再保险公司信用

状况良好，与本公司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历史上未发生过大额坏账。管理

层会不断检查这些信用风险的敞口，并定期进行账龄分析，监控本公司的信

用风险。因此，总体而言管理层认为信用风险在可控范围内，预期不会因对

方违约而给本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企业在履行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方式结算的义务

时发生资金短缺的风险。本公司从事保险业务，由于估算保险合同债务责任

结付的时间及应计提的金额是带有概率随机性质，难以准确预测其资金的需

求。保险债务的金额和付款日是管理层根据统计技术和过去经验而估计的。 

 

本公司管理层对于增持非流动资产，特别是房产，进行密切监督。 

 

(4)利率风险 

 

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的带息金融工具分别使本公司面临公允价值利率风险

及现金流量利率风险。本公司根据市场环境来决定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工具

的比例并通过定期审阅与监察维持适当的固定和浮动利率工具组合。 

 

(a)本公司于 12 月 31 日持有的计息金融工具如下： 

 

  2016 年   2015 年  

 实际利率 金额 实际利率 金额 

     

固定利率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     

- 定期存款 

2.025%~ 

5.45% 331,000,000.00 

3.25% ~ 

6.00% 135,243,190.52 

- 存出资本保证

金 

4.75% ~ 

5.50% 110,000,000.00 

4.75% ~ 

5.50% 110,000,000.00 

  
  

 
  

  441,000,000.00  245,243,190.52 

  
  

 
  

浮动利率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    

- 活期存款 0.35% 33,743,591.16 0.35% 48,114,099.35 

  
  

 
  

 

(b)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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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利率上升 / (下

降) 100 个基点将会导致本公司税前利润增加 / (减少) 人民币

337,435.91 元 (2015 年：人民币 481,140.99 元) 。 

 

(5)汇率风险 

 

对于不是以记账本位币计价的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如果出现短

期的失衡情况，本公司会在必要时按市场汇率买卖外币，以确保将净风险敞

口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a)本公司于 12 月 31 日各外币资产负债项目汇率风险敞口如下。出于列报

考虑，风险敞口金额以人民币列示，以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 

 

(b) 敏感性分析 

 

假设除汇率以外的其他风险变量不变，于 12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

港币及韩元的汇率变动使人民币升值 5%将导致本公司税前利润的增加情

况如下。此影响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列示。 

 

4.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16 年公司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原保费收入居前三位的是企业财产险、机

动车辆及三者责任险、货物运输险、这三大险种保费合计占公司 2016 年原保
费收入的 94.03%。 
 

本公司原保险合同业务收入按险种划分的明细如下： 

 

5. 偿付能力信息 

（一）公司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2016 年 2015 年 

   

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 21,102,698.53 31,998,962.62 

企财险 71,952,325.20 68,081,075.26 

货物运输险 11,132,108.50 11,500,255.65 

责任险 5,939,808.95 10,267,041.13 

意外伤害险 2,410,723.47 1,189,682.86 

工程险 198,973.53 3,228,752.34 

其他 (1,937,765.33) 545,317.30 

 
    

合计 110,798,872.85 126,811,0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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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资产（万元） 96,417.67 176,640.05 

认可负债（万元） 51,986.25 163,512.43 

实际资本（万元） 44,431.42 13,127.62 

最低资本（万元） 21,708.31 1,607.84 

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2,723.11 11,519.78 

偿付能力充足率（%） 204.67 816.48 

 

（二）偿付能力变动原因分析 

2016 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04.67%，相比 2015 年下降 611.81 %。造成大

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会计年度适用了不同的偿付能力监管评估基准。2016

年度开始正式运行风险导向的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

（1-17 号）》的基准（保监发[2015]22 号）。 

 

    6 其他信息 

（一）重大关联交易 

2016 年度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二）重大事项 

2016 年度，本公司涉及一项重大诉讼如下: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京民终 150 号，二审终审判决如下：1）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

中民初字第 01803 号判决； 2）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的 SK 海力士半导体项目财产一切险及营业中断险再保险合同成立；3）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支付 SK

海力士半导体项目财产一切险及营业中断险再保险赔偿金、公估费及专家费人民币

268,002,181.01 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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