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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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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 5号白金广场 C座 601室 

联系电话：0532-80991980 

 

 

§2 财务会计信息  

 

 2.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2018 年 2017 年 

资产  附注八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货币资金  1 32,347,090.07 47,492,902.92 

应收保费  2 3,956,380.93 14,005,402.59 

应收分保账款  3 109,931,251.13 76,872,064.54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0,804,149.64 74,707,330.95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384,249,538.17 439,814,680.86 

定期存款  4 431,000,000.00 419,000,000.00 

存出资本保证金  5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固定资产  6 3,340,355.13 3,706,642.00 

无形资产  7 10,585,291.27 10,225,682.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8 10,673,892.39 - 

其他资产  9 54,867,945.19 44,884,452.8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资产总计   1,201,755,893.92 1,240,709,159.2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资产负债表- 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2017 年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八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负债 

预收保费   2,358,128.15 2,395,921.85 

应付手续费   6,110,652.54 7,419,526.43 

应付分保账款  11 122,358,505.81 113,139,649.45 

应付职工薪酬  12 2,023,866.77 1,185,959.18 

应交税费  13 2,460,458.19 1,808,565.12 

应付赔付款   435,805.32 347,200.47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4 92,109,917.65 115,985,688.27 

未决赔款准备金  14 483,944,890.94 531,748,219.73 

其他负债  15 2,836,789.50 2,849,688.8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负债合计   714,639,014.87 776,880,419.3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6 550,000,000.00 550,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 - 

未弥补亏损  17 (62,883,120.95) (86,171,260.1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7,116,879.05 463,828,739.8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1,201,755,893.92 1,240,709,159.22    
 
 

利润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附注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已赚保费   82,664,944.21 77,037,009.28 

保险业务收入 18 181,895,748.29 180,268,205.99 

其中：分保费收入 19 90,415,316.93 75,550,833.64 

减：分出保费 20 99,203,393.39 104,685,312.30 



提取/(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1 27,410.69 (1,454,115.59) 

投资收益 22 22,953,257.17 19,660,236.86 

汇兑收益/(损失)  742,382.99 (1,576,035.09) 

其他业务收入  479,147.38 604,390.45 

资产处置收益  - 88,252.4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营业收入合计  106,839,731.75 95,813,853.9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 

赔付支出 23 120,336,506.78 52,506,296.81 

减：摊回赔付支出 20 82,953,609.43 23,546,788.35 

(转回)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24 (47,803,328.79) 241,562,348.92 

减：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55,565,142.69) 234,491,328.23 

分保费用 19 25,589,468.81 16,520,390.86 

税金及附加  114,532.80 495,023.16 

手续费支出  8,182,612.17 14,400,130.16 

业务及管理费 25 35,895,155.67 36,503,968.85 

减：摊回分保费用 20 24,447,655.10 21,505,433.12 

其他业务成本  185,721.34 321,524.54 

资产减值(转回)/损失 26 (960,227.79) 2,080,833.3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合计  89,704,319.15 84,846,966.9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营业利润  17,135,412.60 10,966,887.02 

加：营业外收入  12.21 149,317.9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利润总额  17,135,424.81 11,116,204.9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减：所得税费用 27 (6,152,714.41) 2,904,658.6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净利润  23,288,139.22 8,211,546.2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3,288,139.22 8,211,546.29 

2.终止经营净利润  -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综合收益总额  23,288,139.22 8,211,546.2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现金流量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附注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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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43,274.23 99,930,676.96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2,328,160.32 

收到的所得税返还  1,149,346.92 67,577,877.9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7,358.37 1,175,618.8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8,989,979.52 171,012,334.1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26,353,043.96) (24,643,159.19) 

支付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41,858,613.32) - 

支付手续费的现金  (10,181,715.26) (9,683,686.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156,943.04) (18,127,249.4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504,278.92) (6,591,938.9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363,044.02) (28,495,608.3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417,638.52) (87,541,642.6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 (11,427,659.00) 83,470,691.5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9,000,000.00 325,265,137.5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282,583.33 25,419,918.7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9,282,583.33 350,685,056.2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  (3,404,599.64) (5,495,039.33)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1,000,000.00) (421,265,137.5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404,599.64) (426,760,176.8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2,016.31) (76,075,120.5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三、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03,862.46 (1,647,769.0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28(2) (15,145,812.85) 5,747,801.8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492,902.92 41,745,101.0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五、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3) 32,347,090.07 47,492,902.9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8 年度  

  实收资本 其他综合收益 未弥补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18 年 1 月 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86,171,260.17) 463,828,739.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    23,288,139.22 23,288,139.2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50,000,000.00  (62,883,120.95) 487,116,879.0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017 年度  

  实收资本 其他综合收益 未弥补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17 年 1 月 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94,382,806.46) 455,617,193.5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  - - 8,211,546.29 8,211,546.2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50,000,000.00 - (86,171,260.17) 463,828,739.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2  会计报表附注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一. 公司基本情况 

 

现代财产保险 (中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于 2007 年 2 月 25 日签发的《关于现代财产保险 (中国) 有
限公司开业的批复》(保监国际(2007)116 号)的批准，在北京成立的外商独资保险公司，总部位于北京，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0,000,000 元。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信用
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及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持有本公司 100%股权。 

 
 

二.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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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企
业会计准则”)，本财务报表已按照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本公司对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怀疑的事项和情况。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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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四.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就会计年度、记账本位币、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外币折算、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固
定资产、租赁、无形资产、金融工具、资产减值准备、职工薪酬、保险保障基金、保险合同、再保险、
保险合同准备金、所得税、预计负债、收入确认等 19 项进行了详细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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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从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会 15 号文件”)。财会 15 号文件对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对于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
计处理，并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3  审计报告主要审计意见（财经部）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审计了现代财产保险 (中国) 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
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认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
量。 

 

 

§3 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3.1 风险评估 

本公司在日常活动中面临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主要包括：保险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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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保险风险类型 

http://www.hi-i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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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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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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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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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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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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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于 12 月 31 日持有的计息金融工具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实际利率 金额 实际利率 金额 

 % 人民币元 % 人民币元 

固定利率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 

      - 定期存款 3.300%~ 5.250% 431,000,000.00 2.625%~ 5.200% 419,000,000.00 

      - 存出资本保证金 3.575%~ 5.225% 110,000,000.00 3.575%~ 5.225% 110,000,000.0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541,000,000.00  529,000,000.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浮动利率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 

    - 活期存款 0.35% 32,347,090.07 0.35% 47,491,393.0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 敏感性分析 

 

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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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470.90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5,764,9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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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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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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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及日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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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12 月 31 日，在假定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港币、韩元及日元的

汇率变动使人民币贬值 5% 将导致本公司税前利润的变化和上表列示的金额相同但方向相反。 

 

6. 价格风险 

 

价格风险是指市场价格变动(利率风险或外汇风险引起的变动除外)而引起的金融工具未来现金流

量的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不论该变动是由个别金融工具或其发行人的特定因素引起的，还是某

些影响整个交易市场中的所有类似金融工具的因素引起的。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以公

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3.2 风险控制  

公司实行稳健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是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风险管理始终服务并服

从于整体战略，经营业绩稳步提升。本公司坚持“依法合规、预防控制、规避风险、全员参与、创造价值”

的风险管理策略，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公司形成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下

履行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职责，高级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各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

职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公司各部门实施有效自我风险控制，形成风险控制的第一道防线；公司经营合规

部在事前和事中实施合规管理，形成风险控制的第二道防线；公司内部审计部，加强审计与监督，形成事

后控制的第三道防线。目前，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能够有效防范上文涉及的各类风险。 

1.保险风险管理  



公司保险产品定价合理，建立健全包括巨灾风险及再保险风险相关的保险风险制度，涉及公司产险及

车险销售管理、再保业务管理、产险及车险业务核保和核赔、财务管理、资金运用管理等方面。公司现有

制度架构随着监管部门监管要求不断新增或修订以满足公司的依法合规经营的需要。 

2.信用风险管理  

公司建立健全信用风险及交易对手资信管理相关制度。公司保险资金投资方向较为简单，公司投资交

易对手只有银行，已建立银行交易对手库，设置授信额度，对交易对手进行内部评级。公司建立健全再保

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再保业务根据银保监会规定及三大评级机构信用评级选择交易对手。

在选择交易对手方面严格遵照银保监会对偿付能力相关规定，同时辅以交易对手信用评级，选择均为信用

评级超出监管要求交易对手。再保险交易对手适用公司限额，并不存在超限情况。公司制定并完善应收保

费管理相关制度，对应收保费进行管理和清理，每月召开应收账款会议，进行催收管理、考核评价。 

3.流动性风险管理 

公司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明确流动性管理工作程序和具体操作细则，规定流动性风险偏好和容

忍度的制定方法及流程，建立流行性风险限额管理制度及公司融资管理、投资决策管理具体操作细则。公

司每半年开展一次流动性风险自评并形成报告, 分析风险对流动性水平影响的识别与监测。公司投资主要

是定期存款，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可控。目前公司暂无融资需求，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可控。 

4.声誉风险管理 

公司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制度，明确董事会秘书在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中发挥作用。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对声誉风险事前评估机制、风险防范机制、舆情监测制度、事件处置机制、分级分类实施细则、考

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内容作出具体安排。 

 

 

§4 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18 年公司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原保费收入居前三位的是 企财险、责任险、货运险，保费合计占公

司 2018年原保费收入的 81.68%。 

本公司原保险合同业务收入按险种划分的明细如下： 

 

险种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企业财产保险 55,402,722.07 59,044,738.20 

责任险 9,709,377.23 4,329,161.16 

货运险 9,610,542.27 9,408,471.92 

机动车辆保险 9,218,891.93 12,819,723.97 



意外伤害险 6,185,496.17 17,983,590.73 

其他 1,353,401.69 1,131,686.37 

合计 91,480,431.36 104,717,372.35 

 

 

§5 偿付能力信息 

 

2018 年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实际资本 47,398.36 45,092.47 

核心资本 47,398.36 45,092.47 

最低资本 20,879.50 19,453.5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 227.01 231.8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 227.01 231.8 

 

 

§6 其他信息 

（一） 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52号）规定

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本公司 2018年度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二）重大事项 

本公司 2018年度未发生重大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