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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1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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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叁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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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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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赵镛一
【客服电话】
4006-080808
【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和联系电话】
目前本公司无任何分支机构

§2 财务会计信息
2.1 财务报表
资 产 负 债 表

资产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79,756,940.22

28,865,269.62

应收利息

1,335,741.36

3,037,578.52

应收保费

6,193,957.15

7,540,967.30

应收分保账款

36,181,590.77

16,014,153.74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5,469,541.82

17,140,350.68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31,558,219.29

138,517,416.24

定期存款

125,097,639.64

98,237,182.4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958,246.75

3,156,435.69

存出资本保证金

60,199,102.55

40,000,000.00

固定资产

5,016,524.43

7,545,104.63

无形资产

7,996,553.58

12,138,969.43

其他资产

4,466,697.17
_____________

资产总计

396,230,754.73
_____________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5,069,716.26
_____________
377,263,144.52
_____________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负债
预收保费

821,883.45

516,513.83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685,325.92

1,040,232.89

应付分保账款

26,688,668.97

19,064,547.32

应付职工薪酬

143,654.93

227,931.43

应交税费

673,081.48

272,988.95

应付赔付款

3,138,702.57

2,480,006.98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78,700,711.72

50,237,439.73

未决赔款准备金

47,653,272.85

155,502,193.33

其他负债

1,541,527.72

2,910,078.09

_____________
负债合计

_____________
161,046,829.61

_____________

232,251,932.55
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300,000,000.00

资本公积

29,289.57

未分配利润

(64,845,364.45)
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4,021.54
(55,132,809.57)
_____________

235,183,925.12
_____________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00,000,000.00

145,011,211.97
_____________

396,230,754.73
_____________

377,263,144.52
_____________

利 润 表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已赚保费

45,661,812.35

25,996,480.74

保险业务收入

168,802,423.20

107,553,213.92

其中：分保费收入

57,486,065.56

27,306,606.31

减：分出保费

113,006,530.00

60,847,447.84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0,134,080.85

20,709,285.34

投资收益

4,922,445.48

4,456,082.71

汇兑损失

(3,848,593.05)

其他业务收入

494,642.83
_____________

营业收入合计

(7,801.14)
487,835.08
_____________

47,230,307.61
_____________

30,932,597.39
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
赔付支出

153,719,423.52

35,940,852.54

减：摊回赔付支出

125,226,598.55

17,694,369.54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107,848,920.48)

134,889,032.63

减：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106,959,196.95)

122,218,394.37

分保费用

10,033,391.02

6,638,129.3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318,615.98

2,963,463.6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8,939,804.83

8,356,559.22

业务及管理费

27,547,400.60

28,512,628.36

减：摊回分保费用

22,640,599.23

11,059,600.08

其他业务成本

175,694.01

182,939.14

资产减值损失

1,056,040.13

94,272.93

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合计

_____________
58,033,448.78

_____________

66,605,513.83
_____________

营业利润/(亏损)

(10,803,141.17)

加：营业外收入

1,132,086.29

955,238.02

减：营业外支出

41,500.00

21,001.5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利润/(亏损)总额

(9,712,554.88)

减：所得税费用

_____________

净利润/(亏损)
_____________

-

(34,738,680.01)
_____________

(114,731.97)
_____________

综合收益总额

(34,738,680.01)

_____________
(9,712,554.88)

其他综合收益

(35,672,916.44)

3,000.42
_____________

(9,827,286.85)
_____________

(34,735,679.59)
_____________

现 金 流 量 表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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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87,627.20

79,306,659.35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68,398,601.3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26,729.12
___________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0,176.31
___________

181,512,957.65
___________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80,806,835.66
___________

151,398,454.74

34,206,586.77

-

14,388,410.01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8,294,711.80

8,744,864.2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489,372.28

8,769,552.78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68,797.44

3,175,197.6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38,139.47

11,499,829.54

支付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___________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___________
206,589,475.73

___________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784,441.07
___________

(25,076,518.08)
___________

22,394.59
___________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17,357,893.1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707,739.6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

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___________

107,311.00

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1,639,585.50

195,824,398.22
932,740.00
___________

344,325,661.39
___________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469.03

___________
344,218,350.3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59,300.66

___________
324,065,632.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6,302,815.81

196,757,138.22
___________

(20,260,028.62)
___________

4,882,447.28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76,490.00

-

320.35

-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___________
100,076,810.35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___________

100,076,810.35
___________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___________

(3,848,593.05)
___________

(7,801.14)
___________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50,891,670.60

4,897,040.73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865,269.62

23,968,228.8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756,940.22

28,865,269.6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一、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__________
二、2010 年 1 月 1 日余额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0,000,000.00

144,021.54

(55,132,809.57)

_______

_________

200,000,000.00

144,021.54

__________

_______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145,011,211.97

__________
(55,132,809.57)
_________

145,011,211.97
__________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亏损)

-

(二)其他综合收益

__________

(一)和(二)小计

__________

-

(9,712,554.88)

(114,731.97)
_______
(114,731.97)
_______

_________
(9,712,554.88)
_________

(9,712,554.88)
(114,731.97)
__________
(9,827,286.85)
__________

(三)所有者投入或减少的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100,000,000.00

四、201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

_________

100,000,000.00

__________

_______

300,000,000.00

29,289.57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64,845,364.45)

__________
235,183,925.12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一、200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1.会计政策变更
__________
二、2009 年 1 月 1 日余额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0,000,000.00

141,021.12

(18,153,002.12)

181,988,019.00

(2,241,127.44)

(2,241,127.44)

-

-

_______

_________

200,000,000.00

141,021.12

__________

_______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__________
(20,394,129.56)
_________

179,746,891.56
__________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亏损)

-

-

(二)其他综合收益

-

3,000.42

__________
(一)和(二)小计

四、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2.2

会计报表附注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

_______
3,000.42

__________

_______

200,000,000.00

144,021.54

__________

_______

(34,738,680.01)
_________
(34,738,680.01)
_________
(55,132,809.57)
_________

(34,738,680.01)
3,000.42
__________
(34,735,679.59)
__________
145,011,211.97
__________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二）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和保险责任准备金以公允价值计量外，本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资产
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三）重要会计政策和重要会计估计说明
重要会计政策和重要会计估计说明完整内容详见公司互联网站，网址如下：http://www.hi-ins.com.cn/
（四）财务报表重要项目列示
财务报表中重要项目列示的完整内容参见公司互联网站，网址如下：http://www.hi-ins.com.cn/
（五）或有事项和承诺事项
鉴于保险的业务性质，本公司在开展正常业务时，会涉及各种估计、或有事项及法律诉讼，包括在诉讼中作为原告与被告及在仲裁中作为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上述纠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保单及其他的索赔。本公司已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准备，包括当管理层参考律师意见并能
对上述诉讼结果做出合理估计后，对保单等索赔计提的准备。
对于无法合理预计结果及管理层认为败诉可能性极小的未决诉讼或可能的违约，不计提相关准备。对于上述未决诉讼，管理层认为最终裁定结
果产生的义务将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经营租赁承诺

至资产负债表日止，本公司对外签订的不可撤销的经营租赁合约情况如下：
年末数
人民币千元

年初数
人民币千元

不可撤销经营租赁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资负债表日后第 1 年

2,877
2,004

113

资负债表日后第 3 年

49

-

_____
合计

4,930
_____

2.3

746

资负债表日后第 2 年

___
859
___

审计报告主要审计意见

公司 2010 年财务报告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要审计意见如下：现代保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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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 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3.1 风险的识别和评价
一、保险风险识别和评价
如果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会使部分企业经营上变得困难，同时会导致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可能会使一些企业、
居民支付能力和购买保险产品意愿下降，进而影响到本公司的保费增速。同时，随着国内保险主体的不断增加，本公司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
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本公司的业务增长和市场地位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
二、市场风险识别和评价
本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动会给公司带来一定损失。
三、信用风险识别和评价
本公司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保险业务的应收保费、应收再保资产。
在应收保费方面，本公司全面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见费出单”，严格限定出单收费条件，确保资金及时到帐，严控新增应收保费及坏账损失。
在应收再保险资产方面，本公司加强对再保险人的资格和资质管理，密切监控其偿付能力和信用评价变动，加快与再保险人的资金结算，缩短
资金沉淀周期，控制应收分保款项余额。
四、操作风险识别和评价

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操作流程不完善、人为过错、外部因素或信息系统故障等原因带来的风险。
本公司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业务内控措施，强化了内控合规体系建设，确保各部门能够依法合规经营，持续提升内控合规体系的运行效率和风险
防控能力。

3.2 风险控制
风险管理是本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本公司实行稳健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始终服务并服从于整体战略，确保重大风险基本可
控，业务发展持续健康，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本公司已形成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管理层直接领导，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目前，本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能够
有效防范上文涉及的各类风险。

§4 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10 年公司经营的保险产品中，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是企业财产险、车险、工程险、船舶险、货运险，这五大险种保费合计占公司 2010 年保费收
入的 93.8%。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险种

保费收入

净赔款支出

准备金负债余额

承保利润

企业财产险

6,015.85

114.22

车险

3,097.75

1,898.60

788.76

326.86

1,926.62

-1,139.61

工程险

2,659.78

92.63

2,736.31

-571.00

船舶险

2,510.57

702.66

90.31

7.97

货运险

1,528.01

20.21

137.21

208.23

§5 偿付能力信息
（一）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项目

2010 年末

认可资产（万元）

2009 年末

37528.78

36,644.13

认可负债（万元）

17621.50

23,714.31

实际资本（万元）

19,907.29

12,929.82

最低资本（万元）

908.59

787.36

18,998.70

12,142.46

2,191

1642

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偿付能力充足率（%）

（二）偿付能力变动原因分析
公司 2010 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191%，比 2009 年提高 549 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
1、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注册资本从 2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3 亿元人民币。保监会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以保监国际
[2010]598 号文批准增资。
2、2010 年保险业务质量明显改善，比 2009 年减少承保亏损 3000 余万元。
§6 其他信息
6.1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韩国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向公司注资 1 亿元人民币，经中国保监会“保监国际 [2010]598 号”文核准，公司
注册资本从 2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3 亿元人民币。
6.2 公司董事变更
经中国保监会“保监国际[2010]1479 号”文核准，吴承燦担任公司董事兼公司总经理。

6.3 法定代表人变更
2010 年 9 月 29 日 ， 公 司 第 二 届 第 四 次 董 事 会 议 选 举 赵 镛 一 先 生 为 公 司 董 事 长 并 担 任 法 定 代 表 人 ， 并 经 中 国 保 监 会 “ 保 监 国 际
[2010]1479 号”文核准。

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