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专题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专题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目录 页次 
 
 
 
审计报告 1 - 2 
 
 
专题财务报告  
 
 
交强险损益表 3 
 
 
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4 
 
 
专题财务报告附注 5 - 15 
 
 
附录  
 



 

‐ 1 ‐ 
 

 
 
 
 
 
 

审计报告 
 

德师报(审)字(18)第 P02556 号 
(第 1 页，共 2 页)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业务(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包括 2017 年度交强险损益表、2017 年 12 月 31 日

的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 
 

我们认为，后附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

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以及对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贵公司编制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是为了满足监管机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的
监管要求之目的而编制，因此该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我们的报告仅

用于上述目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四、其他事项 
 
贵公司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单独编制了一套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我们已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针对该财务报表向贵公司董事会单独出具了审计报告。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

报表，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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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损益表 
2017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附注三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已赚保费 

保费收入 1 162,219 155,555 
减：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904) 15,248   _________ _________ 
已赚保费合计  168,123 140,307   _________ _________ 

二、赔款 
赔款支出 2 99,765 80,393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1,320) 2,827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6,764) (1,396)   _________ _________ 
赔款合计  98,445 83,220   _________ _________ 

三、经营费用 
专属费用 6 45,616 46,320 

其中：手续费 3 4,671 4,753 
 税金及附加 4 1,002 3,263 
 救助基金  1,965 1,600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5 1,298 1,244 

分摊的共同费用 6 17,584 14,822   _________ _________ 
经营费用合计  63,200 61,142   _________ _________ 

 
四、分摊的投资收益 7 9,793 9,552   _________ _________ 
五、经营利润  16,271 5,497   _________ _________ 
六、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7 32 (1,736)   _________ _________ 
七、年初累计经营亏损  (39,392) (44,889)   _________ _________ 
八、年末累计经营亏损  (23,121) (39,39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附注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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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财务报告附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一、 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2009年6月18日颁布的《关于核准紫

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

的批复》(保监产险[2009]478号)，本公司获批承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

“交强险”)业务。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益

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改造业务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完善信息系统、开展专业培训

等，来达到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

(保监发[2006]74号)规定的核算要求。并根据上述办法，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的核算制

度和实施办法，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确保分支机构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单独核算交

强险。 
 
 

二、 主要编制政策 
 

1. 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

(保监发[2006]74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号)、
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之《费用分摊实施暂行办法》及附注三所述的主要会计政策，从而

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申报的需要。 
 
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除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各项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均以历史

成本法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的核算和表达在重大方面是公允

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费用

分摊实施暂行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是合理的。 
 

2. 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 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为本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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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编制政策 - 续 
 

4. 记账基础及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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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根

据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未列示交强险业务形成的除专属资产

以外的其他资产，在实际操作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6. 资产减值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

则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坏账准备。对单

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将其按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再按这些应收账款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根据应收账款组合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的坏账准备，反映了各

组合实际发生的减值损失，即各组合的账面价值超过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金额。已单项

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

测试。 
 

7.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令[2008]2号)的规定，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按照

保费收入的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中国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8. 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

农业部令第56号)、《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号)及各地相关规定，本公司按照交强险保费收

入的一定比例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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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编制政策 - 续 
 

9.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

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赔款；

(2)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款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

未来现金流入，是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等。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

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对边际进行单独计量，并在保险期间内采

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因素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 
 
(1) 风险边际是针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在评估保险合同

准备金时，参考了行业比例，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各险种的风险性质，分别按

照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3%-5%确定各险种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率，

按照2.5%-4.0%确定各险种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率。 
 
(2) 剩余边际是为满足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而计提的准备金，并在整个

保险期间内按时间基础将剩余边际摊销计入当期损益。剩余边际的后续计量与合理估

计准备金和风险边际准备金相对独立，后期评估假设的变化不影响剩余边际的后续计

量。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对于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

的，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对于分险种准备金

的久期低于1年的计量单元，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对于分险种准备金的久期超过1
年的计量单元，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以资

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不予以锁定。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业务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非寿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以未赚保费法进行计量。按照未赚保费法，本公司于保险合同初

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手续费、保险保障基金和监管费等增量成本

后计提本准备金。初始确认后，本准备金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或对一些特殊财产险险种

根据其业务性质和风险分布将负债释放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负债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未来现金流

法，同时考虑边际因素后重新计算确定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

的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

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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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编制政策 - 续 
 

9. 保险合同准备金 - 续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

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及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业务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

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

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

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索

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

采用链梯法、赔付率法及 Bornhuetter-Ferguson 法中至少两种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

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

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按比率分摊法提取理赔费用准备金。 
 
10.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

认。 
 
保险业务收入 
 
保费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原保险合同，根据合同

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保费收入金额。分保费收入，本公司作为再保险接受人根据相关再保

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 
 

11. 赔款支出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以及在理赔过

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及其他归集于理赔部门的费用。本公司在确定支

付赔款金额的当期，按照确定支付的赔款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相应的未决赔

款准备金。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

偿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

偿款收入，作为当期赔款的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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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编制政策 - 续 
 

12. 手续费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不高于4%。 
 
13. 税金及附加 

 
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要求从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

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自2016年5月1日起，本公司应税收入全面缴纳增值税，增

值税税率为6%。 
 

14. 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

农业部令第56号)、《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号)及各地相关规定，本公司按照交强险保费收

入的一定比例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专户。 
 
15.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按照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费用分摊实施暂行办

法》中的规定，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占比把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

行分摊。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年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年度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 

报告年度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报告年度该险种的专属费用－报告

年度该险种分摊的共同费用 

 

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交强

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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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编制政策 - 续 
 
16. 经营费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经营费用分为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两大类。其中，可以直接归属于交

强险的费用为专属费用；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为共

同费用。 
 
专属费用主要包括：交强险的手续费、税金及附加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其他专属费用主要包括本公司所归集的车船燃料费、公杂费、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其它专属

费用。 
 
专属费用按下列方法确定： 
 
(1) 按规定，如果费用发生时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认定能够将该费用指定到相关的险种，则

由当事人或有关部门指定到该险种； 
(2) 经过适当批准和审核后，作为该险种的专属费用进行核算。 
 
本公司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共同费用按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费用分摊实施办法进行分摊。根据该办法，共同费

用分为指认到作业的费用和非指认到作业的费用。 
 
非指认到作业的费用通过资源动因分摊到作业，与指认到作业的费用一起，按业务动因(保
费收入、赔款支出、保单数等)分摊到险种。 
 
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

公司向中国保监会的备案一致。 
 

17.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做出当时最佳的判断

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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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17年度 2016年度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自用车 101,761 103,514 
非营业客车 7,248 7,157 
营业客车 3,527 3,295 
非营业货车 10,380 11,408 
营业货车 31,748 25,104 
特种车 2,088 1,680 
摩托车 5,011 3,044 
拖拉机 456 353   ________ ________ 
合计 162,219 155,555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2. 赔款支出 
 
本公司交强险赔款支出包括： 
 

 2017年度 2016年度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赔款支出 99,248 80,016 
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 517 377   _________ _________ 

合计 99,765 80,39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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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 续 
 
2. 赔款支出 - 续 

 
本公司交强险赔款支出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17年度 2016年度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自用车 64,758 52,013 
非营业客车 4,844 4,270 
营业客车 3,675 4,062 
非营业货车 7,709 6,539 
营业货车 15,000 10,599 
特种车 1,281 973 
摩托车 2,019 1,623 
拖拉机 476 310 
挂车 3 4   _________ _________ 

合计 99,765 80,39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3. 手续费 

 
本公司交强险手续费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17年度 2016年度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自用车 3,059 3,206 
非营业客车 169 179 
营业客车 51 47 
非营业货车 325 362 
营业货车 909 784 
特种车 39 32 
摩托车 119 141 
拖拉机 - 2   _________ _________ 

合计 4,671 4,75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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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 续 
 

4. 税金及附加 
 
本公司交强险税金及附加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17年度 2016年度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自用车 607 2,151 
非营业客车 46 161 
营业客车 23 68 
非营业货车 66 247 
营业货车 207 529 
特种车 15 35 
摩托车 35 63 
拖拉机 3 9   _________ _________ 

合计 1,002 3,26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5.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交强险保险保障基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17年度 2016年度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自用车 814 829 
非营业客车 58 57 
营业客车 28 26 
非营业货车 83 91 
营业货车 254 201 
特种车 17 13 
摩托车 40 24 
拖拉机 4 3   _________ _________ 

合计 1,298 1,24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令[2008]2号)的规定，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按照

保费收入的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中国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6%时，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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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 续 
 

6. 经营费用 
 

  2017年度   2016年度  
  分摊的  分摊的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手续费 4,671 - 4,753 - 
税金及附加 1,002 - 3,263 - 
救助基金 1,965 - 1,600 -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1,298 - 1,244 - 
保险业务监管费 63 4 124 31 
人力成本及其他费用 17,511 11,220 16,611 9,213 
资产占用费 1,220 3,099 1,336 2,823 
差旅及会议费用 389 400 706 340 
行政及办公费用 2,691 1,712 5,130 1,426 
业务宣传费 14,628 494 11,438 500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178 655 115 48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合计 45,616 17,584 46,320 14,822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明细乃按本公司现时的系统和流程所归集。 

 
7. 投资收益 

 
如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会计政策披露，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按照本公

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分摊方法中的规定，投资收益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

益率的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使用的投资收益率与本公司整体同期计算的投资收益率一致。 
 
2017年度，本公司应分摊给交强险业务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为为人民

币32万元(2016年度：净损失人民币1,736万元)。于2017年度，分摊至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

人民币9,793万元，若加上此期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净收益，则本年分

摊至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人民币9,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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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 续 
 
8.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公司未决赔款准备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年末数 年初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自用车 49,312 49,478 
非营业客车 4,425 4,768 
营业客车 3,574 4,342 
非营业货车 5,409 6,461 
营业货车 13,613 12,804 
特种车 1,218 1,255 
摩托车 2,456 2,399 
拖拉机 499 444 
挂车 159 34   _________ _________ 

合计 80,665 81,985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四、 或有负债情况 
 
于2017年12月31日，除因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载的交强险业务而存在的各种估计及或

有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五、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公司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4月13日批准。 
 
 
 
 

*  *  *  *  *  * 
 



 

 

附录：分部报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度  
     经营费用    
   提取未决  分摊的 分摊的 经营利润 年初累计经营 年末累计经营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投资收益 /(亏损) 利润/(亏损) 利润/(亏损) 
 
家庭自用车 107,584 (64,758) 166 (37,520) (10,964) 5,400 (92) (40,133) (40,225) 
非营业客车 7,435 (4,844) 343 (1,128) (923) 407 1,290 (2,233) (943) 
营业客车 3,374 (3,675) 768 (255) (444) 196 (36) (7,819) (7,855) 
非营业货车 11,737 (7,709) 1,052 (954) (1,093) 553 3,586 3,881 7,467 
营业货车 30,985 (15,000) (809) (3,831) (2,967) 2,601 10,979 15,583 26,562 
特种车 2,042 (1,281) 37 (118) (247) 200 633 (13) 620 
摩托车 4,529 (2,019) (57) (1,797) (883) 428 201 (6,333) (6,132) 
拖拉机 437 (476) (55) (13) (63) 8 (162) (674) (836) 
挂车 - (3) (125) - - - (128) (1,651) (1,779)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合计 168,123 (99,765) 1,320 (45,616) (17,584) 9,793 16,271 (39,392) (23,121)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附录：分部报告 - 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度  
     经营费用    
   提取未决  分摊的 分摊的 经营利润 年初累计经营 年末累计经营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投资收益 /(亏损) 利润/(亏损) 利润/(亏损) 
 
家庭自用车 90,928 (52,013) (1,804) (38,208) (9,491) 7,934 (2,654) (37,479) (40,133) 
非营业客车 6,981 (4,270) 41 (1,308) (925) 179 698 (2,931) (2,233) 
营业客车 3,650 (4,062) 335 (325) (594) 112 (884) (6,935) (7,819) 
非营业货车 10,798 (6,539) 177 (1,382) (990) 328 2,392 1,489 3,881 
营业货车 23,226 (10,599) (1,932) (3,809) (2,046) 706 5,546 10,037 15,583 
特种车 1,693 (973) (31) (112) (190) 77 464 (477) (13) 
摩托车 2,707 (1,623) 386 (1,156) (535) 208 (13) (6,320) (6,333) 
拖拉机 324 (310) 1 (20) (51) 5 (51) (623) (674) 
挂车 - (4) - - - 3 (1) (1,650) (1,651)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合计 140,307 (80,393) (2,827) (46,320) (14,822) 9,552 5,497 (44,889) (39,392)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附录：分部报告 - 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度  
     经营费用    
   提取未决  分摊的 分摊的 经营利润 年初累计经营 年末累计经营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投资收益 /(亏损) 利润/(亏损) 利润/(亏损) 
 
北京 2,239 (1,293) 742 (983) (307) 36 434 (96) 338 
天津 9,746 (3,898) 159 (3,586) (465) 181 2,137 5,325 7,462 
河北 23,856 (9,886) 570 (5,927) (1,044) 1,849 9,418 18,889 28,307 
山西 10,761 (4,259) (1,243) (5,226) (1,088) 1,444 389 (2,687) (2,298) 
内蒙古 8,258 (3,282) 263 (3,073) (1,123) 883 1,926 (1,906) 20 
辽宁 5,625 (4,057) 331 (1,194) (593) 74 186 (1,681) (1,495) 
上海 1,654 (1,357) 863 (109) (236) 25 840 (3,728) (2,888) 
江苏 22,793 (22,691) (2,690) (898) (3,927) 227 (7,186) (30,827) (38,013) 
浙江(除宁波) 3,770 (4,219) 1,829 (175) (464) 17 758 (8,028) (7,270) 
宁波 1,377 (1,652) 233 (45) (182) 5 (264) (1,875) (2,139) 
安徽 3,126 (2,487) 595 (84) (480) 49 719 (1,863) (1,144) 
福建(除厦门) 5,856 (3,073) 3 (998) (798) 111 1,101 (328) 773 
厦门 1,887 (1,034) (268) (552) (212) 1 (178) (241) (419) 
山东(除青岛) 17,216 (8,128) 34 (7,542) (1,386) 900 1,094 (1,955) (861) 
青岛 2,251 (1,765) (283) (195) (200) 2 (190) 51 (139) 
河南 11,010 (5,111) 869 (4,006) (881) 1,463 3,344 (2,997) 347 
湖北 5,169 (4,000) 80 (1,683) (280) 50 (664) (3,376) (4,040) 
湖南 4,923 (3,713) 547 (493) (791) 38 511 499 1,010 
广东(除深圳) 12,388 (7,055) (1,415) (3,609) (1,319) 22 (988) (899) (1,887) 
深圳 983 (757) 277 (161) (138) - 204 (387) (183) 
广西 6,404 (2,445) (272) (3,242) (840) 313 (82) (930) (1,012) 
四川 3,301 (2,455) 360 (182) (451) 21 594 174 768 
云南 3,530 (1,148) (264) (1,653) (379) 2,082 2,168 (526) 1,642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合计 168,123 (99,765) 1,320 (45,616) (17,584) 9,793 16,271 (39,392) (23,121)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附录：分部报告 - 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度  
     经营费用    
   提取未决  分摊的 分摊的 经营利润 年初累计经营 年末累计经营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投资收益 /(亏损) 利润/(亏损) 利润/(亏损) 
 
北京 1,992 (982) (245) (903) (209) 27 (320) 224 (96) 
天津 8,115 (3,214) (249) (3,983) (467) 5,209 5,411 (86) 5,325 
河北 19,948 (6,978) 466 (5,597) (1,193) 484 7,130 11,759 18,889 
山西 7,651 (2,325) (1,638) (4,196) (843) 446 (905) (1,782) (2,687) 
内蒙古 6,107 (2,470) (17) (3,007) (947) 245 (89) (1,817) (1,906) 
辽宁 4,580 (2,342) (716) (1,490) (468) 73 (363) (1,318) (1,681) 
上海 1,557 (1,359) (296) (113) (36) 3 (244) (3,484) (3,728) 
江苏 21,923 (19,639) (621) (1,726) (1,122) 312 (873) (29,954) (30,827) 
浙江(除宁波) 3,307 (2,975) (488) (243) (312) 37 (674) (7,354) (8,028) 
宁波 1,294 (1,465) 148 (63) (25) 3 (108) (1,767) (1,875) 
安徽 2,545 (2,714) (78) (138) (368) 11 (742) (1,121) (1,863) 
福建(除厦门) 3,395 (1,950) (81) (582) (742) 77 117 (445) (328) 
厦门 963 (453) (134) (312) (170) 36 (70) (171) (241) 
山东(除青岛) 14,264 (7,560) 177 (5,958) (1,421) 562 64 (2,019) (1,955) 
青岛 2,335 (2,072) 172 (276) (260) 1 (100) 151 51 
河南 7,818 (3,882) 1,262 (5,633) (1,221) 745 (911) (2,086) (2,997) 
湖北 4,421 (3,506) 604 (2,247) (497) 30 (1,195) (2,181) (3,376) 
湖南 4,554 (3,289) 315 (629) (813) 35 173 326 499 
广东(除深圳) 12,112 (6,536) 3 (4,286) (1,657) 74 (290) (609) (899) 
深圳 1,049 (595) (155) (288) (165) 3 (151) (236) (387) 
广西 6,524 (1,987) (809) (3,339) (898) 703 194 (1,124) (930) 
四川 2,652 (1,853) (242) (214) (469) 19 (107) 281 174 
云南 1,201 (247) (205) (1,097) (519) 417 (450) (76) (526)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合计 140,307 (80,393) (2,827) (46,320) (14,822) 9,552 5,497 (44,889) (39,392)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