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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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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名称：Hyundai Insurance(China) Company Limi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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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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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22 号金孚大厦 B 座 18 层 18C、18D
联系电话：0532-8099-1980
§2 财务会计信息
2.1 财务报表
资 产 负 债 表

资产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53,636,396.27

79,756,940.22

应收利息

3,872,017.53

1,335,741.36

应收保费

13,943,523.47

6,193,957.15

应收分保账款

66,790,367.37

36,181,590.77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5,441,525.46

35,469,541.82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45,389,025.37

31,558,219.29

180,727,212.50

125,097,639.64

定期存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958,246.75

存出资本保证金

60,000,000.00

60,199,102.55

固定资产

2,811,115.46

5,016,524.43

无形资产

3,988,137.74

7,996,553.58

其他资产

5,804,187.16

4,466,697.17

_____________
资产总计

502,403,508.3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11 年 12 月 31 日

_____________
人民币元

_____________
396,230,754.73
_____________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负债
预收保费

3,292,512.83

821,883.45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3,018,058.56

1,685,325.92

应付分保账款

71,528,868.17

26,688,668.97

应付职工薪酬

204,284.32

143,654.93

应交税费

461,449.00

673,081.48

3,145,525.09

3,138,702.57

应付赔付款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17,740,131.34

78,700,711.72

未决赔款准备金

72,675,295.89

47,653,272.85

其他负债

2,659,477.58

1,541,527.72

_____________
负债合计

274,725,602.7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61,046,829.61
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72,322,094.45)

29,289.57
(64,845,364.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677,905.55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502,403,508.3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35,183,925.12
_____________
396,230,754.73
_____________

利 润 表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已赚保费
保险业务收入
其中：分保费收入
减：分出保费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2,791,992.38

45,661,812.35

195,090,975.41

168,802,423.20

97,045,492.70

(113,006,530.00)

(9,067,435.98)

(10,134,080.85)

投资收益

8,619,200.41

汇兑损失

(5,061,375.45)

其他业务收入

348,263.61
_____________

营业收入合计

57,486,065.56

(133,231,547.05)

56,698,080.95
_____________

4,922,445.48
(3,848,593.05)
494,642.83
_____________
47,230,307.61
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
赔付支出
减：摊回赔付支出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减：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32,260,545.53)

(153,719,423.52)

9,534,265.50

125,226,598.55

(25,022,023.04)

107,848,920.48

13,830,806.08

(106,959,196.95)

分保费用

(15,307,559.99)

(10,033,391.02)

营业税金及附加

(5,063,830.99)

(5,318,615.98)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8,048,635.64)

(8,939,804.83)

业务及管理费

(30,003,083.73)

(27,547,400.60)

减：摊回分保费用

29,699,717.84

其他业务成本

（275,633.41）

(175,694.01)

资产减值损失

（1,705,777.72）

(1,056,040.13)

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合计
营业利润/(亏损)

（64,622,300.63）
_____________
(7,924,219.68)

22,640,599.23

_____________
(58,033,448.78)
_____________
(10,803,141.17)

加：营业外收入

489,489.68

1,132,086.29

减：营业外支出

(42,000.00)

(41,500.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利润/(亏损)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亏损)

(7,476,730.00)
-

(9,712,554.88)
-

_____________
(7,476,730.00)

_____________
(9,712,554.88)

_____________
其他综合收益

_____________

(29,289.57)

(114,731.97)

_____________
综合收益总额

_____________

(7,506,019.57)

(9,827,286.8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现 金 流 量 表

2011 年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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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42,126.76

111,487,627.20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181,119,675.24

68,398,601.33

632,510.70

1,626,729.1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73,594,312.70

181,512,957.65

___________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___________

(23,886,717.27)
(190,162,053.41)

(151,398,454.74)
-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715,903.00)

(8,294,711.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007,235.36)

(8,489,372.28)

支付的各项税费

(5,361,747.79)

(5,168,797.4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702,549.64)

(33,238,139.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7,836,206.4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58,106.23

___________
(206,589,475.73)
___________
(25,076,518.08)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87,050,596.80

317,357,893.16

11,715.83
90,000.00

6,707,739.61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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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87,152,312.63

324,065,632.77

___________
(632,242.75)

___________
(107,311.00)

(213,392,787.90)

(344,218,350.39)

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___________

(214,025,030.65)

(344,325,661.39)

___________
(26,872,718.02)

___________
(20,260,028.6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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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___________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___________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061,375.45)
___________

100,076,490.00
320.35
___________
100,076,810.35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00,076,810.35
___________
(3,848,593.05)
___________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6,175,987.24)

50,891,670.60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756,940.22

28,865,269.62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73,580,952.98

79,756,940.2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1 年 1 月 1 日余额

实收资本
人民币元

资本公积
人民币元

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元

所有者
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300,000,000.00

29,289.57

(64,845,364.45)

235,183,925.12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 净亏损
2. 其他综合收益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

300,000,000.00

(29,289.57)
-

(7,476,730.00)
(72,322,094.45)

(7,476,730.00)
(29,289.57)
227,677,905.55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实收资本
人民币元

资本公积
人民币元

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元

所有者
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2010 年 1 月 1 日余额

200,000,000.00

144,021.54

(55,132,809.57)

145,011,211.97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 净亏损
2. 其他综合收益
3. 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100,000,000.00

(114,731.97)
-

(9,712,554.88)
-

(9,712,554.88)
(114,731.97)
100,000,000.00

201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300,000,000.00

29,289.57

(64,845,364.45)

235,183,925.12

2.2

会计报表附注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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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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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不可撤销的有关经营租赁协议，本公司于 12 月 31 日以后应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如下：
2011 年
人民币千元

2010 年
人民币千元

2,346

2,877

不可撤销经营租赁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1 年以上 2 年以内（含 2 年）
2 年以上

合计

221

2,004

51

49

2,618

4,930

2.3 审计报告主要审计意见
公司 2011 年财务报表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负责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为徐静、李琼。主要审计意见如下：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
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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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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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险风险识别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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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因此按地域划分的保险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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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用风险识别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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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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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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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使用多项控
制措施，包括运用信用控制政策及对潜在投资进行信用分析来控制信用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识别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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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率风险识别和评价
由于本公司的金融资产主要由银行存款和存出资本保证金组成，利率的变动对公司的整体投资收益可能会造成重大影响。
（五）外汇风险识别和评价
本公司有少量保单，特别是货运险、企业财产险和航空险是以美元、港币、欧元及日元计价的。所以，相应的保费收入、分出保费、赔付支出
和收回的分保赔款的交易是以美元、港币、欧元及日元进行的。人民币与这些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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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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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部门实施有效自我风险
控制，形成风险控制的第一道防线；公司设立经营合规部，合规管理部门在事前和事中实施专业化合规管理，形成风险控制的第二道防线；公司设
立内部审计部，加强审计与监督，形成事后控制的第三道防线。
在合规风险方面，经营合规部审查公司重要制度、流程，组织开展合规检查和自查自纠，跟踪、检视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变化，及时传达监
管部门的要求并对公司相关部门进行风险提示；在法律风险方面，公司各类合同、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均需进行法律审查，公司重大事项征求法律
人员的专业意见，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在洗钱风险方面，公司不断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落实各部门反洗钱职责，改进反洗钱监控系统，加强反
洗钱培训与宣传，不断增强反洗钱意识和技能；在产品开发上，我司严格按照保监会关于非寿险产品精算的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开发产品，所
有产品均向保监会进行了备案；在销售管理方面，我司销售人员全部为员工制，无代理制营销人员，未发现销售误导、违规支付佣金等违规行为；

在承保理赔管理方面，我公司严格执行监管规定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不存在违规承保、拖赔惜赔现象；在资金运用方面，我司投资渠道仅限于银
行存款和少量的固定收益类债券，比较保守，没有进行担保、融资等行为，资金运用方面不存在较大风险；在分支机构管理方面，目前只有一家分
公司，且刚开业不久，分公司各项业务均处于总公司集中管理之下。每年公司组织开展制度、流程梳理工作，组织各部门开展风险自我评估，分析
存在的风险和缺陷，并对已发现的风险持续改进并跟踪整改。
§4 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11 年公司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原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是企业财产险、机动车辆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货物运输险、责任险、船舶险，这
五大险种保费合计占公司 2011 年原保费收入的 95.1%。
本期的分保费收入为 9,705 万元，较 2010 年相比上升了约 3,956 万元，增幅为 69%。分保费收入主要为企财险 2,833 万元，工程险 2,765 万元，
责任险 2,219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险种
企业财产险

原保费收入

保险金额

赔付支出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承保利润

3662.88

20253568.49

764.38

1376.68

70.48

机动车辆及商业第
三者责任险

2222.25

182758.97

1852.5

(3.62)

货物运输险

1462.36

35084533.24

191.84

376.36

（862.84）
479.87

责任险

1203.62

20167069.85

131.58

155.6

191.85

船舶险

772.00

4155.85

11.65

366.39

110.15

§5 偿付能力信息
（一）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2011 年末数

2010 年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49,421.88

37,528.78

认可负债（万元）

29,292.68

17,621.50

实际资本（万元）

20,129.20

19,907.29

最低资本（万元）

1,022.32

908.59

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9,106.88

18,998.70

偿付能力充足率（%）

1969

2191

项目

（二）偿付能力变动原因分析
2011 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969%，相比 2010 年下降 222%，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属于合理范围内的正常变化幅度。
§6 其他信息
6.1 公司设立分支机构
报告期内，经中国保监会“保监国际[2011]1605 号”文核准，本公司在山东省青岛市设立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在山东
省行政辖区内经营业务。

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