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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2021年1月29日，本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16海资01” 债券到期后处置

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16海资01” 债券在到期日2021年2月2日基础上展期一年，展期期间利率为6%/

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0日裁定受理海航资本破产重整，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企业

破产重整后,�所有未到期的债务立即到期，展期安排不再发生效力,“16海资01” 债券自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海航资本破产重整之日到期，相关利息、违约金等计算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海航资

本破产重整之日。

于2021年2月及3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对海航集团进行重整及对海航集团等321家公

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本公司股东广州市泽达棉麻纺织品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华荣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圣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百泽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深信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利迪经贸有限公司7家公司位列321家公司清单中，上述7家公司存在关联，公司之间法人人格高度

混同。本公司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进入重整程序。上述7家公司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

2021年4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0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以上股利分配预案尚须提交2020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截至财务报告批

准报出日，本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4．财务报表重要项目列示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列示的完整内容参见公司互联网网站，网址如下：http://www.sinosafe.com.cn/。

5．企业合并、分立的说明

本年合并范围未发生变更。

6．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企业集团的构成

子公司名称 级次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一级 北京 天津 保险资产管理

90.00 -

设立

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二级 广东

.

深圳

广东省深

圳市

资产投资管理

- 75.00

购买

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

注

]

三级 广东

.

深圳

广东省深

圳市

资产投资管理

97.66 2.34

设立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一级 北京 北京 保险经纪

55.00 -

购买

[注]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截止2020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金额为3,200.00万元。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

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由普通合伙人(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负责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项

目投资，包括合伙企业对被投资企业进行的股权直接投资、子基金投资，和/或符合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的

其它投资。故本公司拥有对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质控制权，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的持股

比例

(%)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

东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

支付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

益余额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0 3,917,587.22 6,967,347.93 52,705,463.95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45.00 -6,253,232.45 - 46,596,471.97

[注]:本公司直接持有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90.00%的股权，通过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直接持有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75.00%的股权。

（2）在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份额发生变化且仍控制子公司的交易

2020年10月13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安资产” ）与长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云胡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 “华安汇

富” ）的股权转让协议。华安资产以9,672,476.00元受让长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华安汇富9.00%(占实

缴出资比例的11.25%)股权，华安资产持有华安汇富资本股份比例由51.00%变更为60.00%(占实缴出资比例

的75.00%)，该交易为购买少数股东权益的权益性交易。

7．审计报告主的要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本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 公允反映了本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三、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一）保险合同准备金假设及计量方法

1．计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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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计量单元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计量单元， 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

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2)预计未来现金流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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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利益；2)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3)管理

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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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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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边际因素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公司参考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征

求对非寿险业务准备金风险边际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产险部函[2012]23号)文件和保险行业协会相关文

件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

认首日利得，如有首日损失合同，计入当期损益。

(4)货币时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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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

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

的折现率。

在提取原保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

对原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和与其相关的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分别估计， 并将从再保险分入人摊回的保险合

同准备金确认为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

2．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指本公司对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在确认非寿险保费

收入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确认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负债。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的主要假设的选取情况如下：

（1）赔付率：根据分险种的历年保单的经验赔付率水平及赔付率发展趋势选定；

（2）首日费用率：综合考虑分险种的手续费率、销售费用率、营业税金及附加比率、保险保障基金率、

交强险救助基金比率、保险监管费用率等实际发生比例选定；

（3）维持费用率：根据公司管理类成本中心中的相关费用测算、并考虑未来业务发展趋势选定维持费

用率；

（4）风险边际：使用行业经验比例，车险为3%，农险为8.5%，除农险外的非车险为6%。

（5）剩余边际：对于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大于附加风险边际的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按照其差额提取剩余

边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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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

首日利得，若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6）折现：根据险种大类分别测算久期，对久期大于1的险种大类，使用了折现的方法，其他险种大类

未考虑折现。

3.�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

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

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于资产负债表日按估计保险赔款额入账，估计和实际赔款金额的差异在

实际赔款时直接计入利润表。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于资产负债表日按保险精

算确定的金额入账。

具体假设如下：

（1）通货膨胀：没有对未来赔款的通货膨胀作特别假设，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假设是未来赔款与公司历

史数据的通货膨胀率一致；

（2）理赔政策：公司的理赔政策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发生较为重大的变化；

（3）赔款发展：赔款在19个季度后，仍可能未进展完全，通过公司历史经验得到赔款在19个季度后的

进展因子假设，由此得到最终赔款；资产的充足性与匹配程度良好；

（4）再保：再保险人安全可靠；

（5）经营环境：未来若干年内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环境将基本保持稳定；

（6）风险边际：车险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使用行业经验数据，为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2.5%，

农险为8%，除农险外的非车险为5.5%。未决赔款准备金边际计入未决赔款准备金；

（7）折现：经测算，本公司各险类未决赔款准备金久期均小于1，不需要进行折现。

（二）农业保险大灾准备金

农业保险大灾准备金（以下称为保费准备金）按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计提，适用各级财政

按规定给予保费补贴的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农业保险业务。

保费准备金分别以种植业、养殖业、森林等大类险种的保费收入为计提基础。计提比例按照《农业保险

大灾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表》规定的区间范围，在听取省级财政等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灾害

风险水平、风险损失数据、农业保险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保费准备金，滚存余额达到当年农业保险自

留保费的，可以暂停计提。

（三）保险合同准备金结果

1.�保险合同准备金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本期变动额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623,575,261.07 5,797,444,213.76 826,131,047.31

未决赔款准备金

4,444,698,390.74 3,883,901,694.71 560,796,696.03

合 计

11,068,273,651.81 9,681,345,908.47 1,386,927,743.34

2.�农业保险大灾风险保费准备金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本期变动额

保费准备金

3,348,167.72 2,196,270.47 1,151,897.25

合 计

3,348,167.72 2,196,270.47 1,151,897.25

四、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评估

公司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等。

1.�保险风险

保险风险是指由于赔付水平、费用水平等的实际经验与预期发生不利偏离，导致保险公司遭受非预期

损失的风险。

（1）保费风险方面，公司严格规范产品开发、加强产品管理，以预定经营目标为核心，确保费率的充足

性。公司定期对机构经营数据进行过程监控，回顾评估产品的保费充足性，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及相关承保

理赔政策，以确保产品费率厘定充足、合理。2020年度，本公司保费收入为150.65亿元，较2019年（145.78亿

元）增加约4.87亿元；赔付支出77.37亿元，较2019年(73.33亿元）增加约4.04亿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保

费风险敞口为147.99亿元。

（2）准备金风险方面，截至2020年4季度末，前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整体回溯偏差率为0.98%，上年末

未决赔款准备金整体回溯偏差率为-0.48%。其中，前年末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整体回溯不足。公司已关

注到未决的不利进展，通过增提再保业务的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方式提高其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充足性。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准备金风险敞口为42.84亿元。

（3）巨灾风险方面，公司通过巨灾超赔再保险安排来分散风险，2020年公司没有出现因为巨灾事故严

重影响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利润的情况。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权益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不利变动导致保险公司遭受非预期损失的风

险。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境外资产价格风险和汇率风险。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市场风险敞口为104.63亿元。

在资金运用投资管理方面， 公司将大部分可投资资产委托子公司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专

业投资管理，同时为防范风险，公司制定下发了《2020年度战略资产配置计划报告》和《华安资产-华安保

险受托账户2020年度委托资产投资业务指引》，合理确定投资原则、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标

准及要求、投资监督和绩效考评等要素。

在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方面，事前对重大投资事项坚持委托人再审制度，实行公司投资、合规和风险管

理部的部门级联合审核、资产负债管理执行委员会和总裁室审定批准方式；事中和事后风险控制上，一方

面公司对重大投资事项进行投中、投后跟踪监控管理，另一方面设置投资监测风险指标，对投资风险进行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监测，同时对投资进行定期的业绩归因和绩效考核，并对资产配置进行回溯对比分析和

及时调整，确保公司整体投资风险可控。

2020年，公司投资业务整体运行良好，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3.�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其合同义务， 或者交易对手信用状况的不利变

动，导致保险公司遭受非预期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包括利差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截至2020年12月31

日，信用风险敞口为118.12亿元，其中投资资产面临的信用风险敞口88.99亿元，非投资资产（应收保费、再

保资产、其他应收预付款等）信用风险敞口29.13亿元。

（1）公司的利差风险主要受债券类投资资产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判断适时对金融

工具做出相应调整，将预期利差风险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2）针对投资资产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华安资产建立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制定了《交易对手风险管理

暂行办法》《交易对手综合授信管理办法》《信用跟踪评级和复评管理细则》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管理策略

与方法方面，对拟投资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对持仓债券进行内部信用评级跟踪，采用科学的定性标准与定

量模型对债券业务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为加强交易对手的跟踪管理，华安资产对交易对手信用状况进行

评估与跟踪，适时调整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敞口；同时建立了审慎科学的交易对手授信风险评估方法，进一

步有效管控交易对手违约风险。

（3）针对非投资资产信用风险，2020年公司计划财务部组织各分公司开展了应收保费清收工作，对逾

期应收保费进行统计分析、清理催缴，要求分公司对难以清收、账龄较大、金额较大的险种、承保项目采取

应对措施加大力度予以清收，并对清收结果进行反馈。

2020年，公司各项资产信用风险控制在预期内，未发生重大信用风险事件。

4.�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包

括法律及监管合规风险（但不包括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

公司建立起了一套包括操作风险识别、评估、监测、分析和报告等在内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操作风

险管理办法》作为操作风险管理的基本制度，明确了操作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管理程序、报告机制、管理

考核等内容。操作风险管理三大工具相关制度，即《操作风险关键风险指标与监测管理办法》《操作风险损

失事件管理实施细则》及《风险与控制自评估管理办法》，实现了对操作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全流程

管控，更好地满足了“偿二代” 的各项要求以及自身操作风险管理的需要。

2020年,公司操作风险管理状况良好，操作风险三大管理工具平稳有效运行。

5.�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是指由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流程无效或经营环境的变化， 而导致战略与市场环境和公司能

力不匹配的风险。

根据《保险公司发展规划管理指引》以及监管部门公司治理检查的相关要求，公司依据现行五年发展

规划，制定了《2020年度发展规划目标分解方案》，该方案在经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分解方案的制定进一步加强了发展规划的落实工作，提高了发展规划对公司运营的指导意义。

为保证发展规划年度目标的顺利达成，公司按月制定《月度经营情况统计表》，按季度编写《发展规划

实施日常情况监督材料》及《董监事通讯》，收集与分析内外部信息与数据，按时向董事会、管理层汇报，帮

助公司董事会、管理层掌握公司经营动态、行业发展形势及规划进度达成情况，督促公司经营团队发现与

解决问题，及时调整发展举措，推动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有效达成。

2020年，公司整体战略风险管控良好，未发生重大战略风险事件。

6.�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对保险公司负面评价，从

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公司声誉风险管理依托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法》为核心的完整制度体系，

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声誉风险管控工作。各项制度对声誉风险的防范和处置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

了各流程和各环节的操作细则，并将责任落实到总公司各部门、各分公司。同时，公司与第三方舆情信息监

控机构开展合作，对企业舆情信息进行实时监控、预警，有效预判和及时介入舆情事件的各个阶段。严格的

信息披露制度管理也有助于加强防范公司声誉风险。

2020年，公司整体声誉风险管控良好，未发生重大声誉风险事件。

7.�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偿付到期债务、

履行其他支付义务或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

公司严格执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限额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限额管理标准》《流

动性风险应急计划》，继续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日常现金流的管理，合理安排经营活动、投资

活动和融资活动等各类现金流，通过系统加强对银行账户情况进行有效管理，对机构资金头寸分机构、规

模等情况实行差异化管理，不断提升流动性风险防范能力。

2020年，公司整体流动性风险管控良好，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二）风险控制

1.�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公司根据“偿二代” 监管要求，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公司建立了董事会决策并负最终责

任，风险管理委员会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支持，高级管理层和首席风险官直接领导，风险管理部牵头组织，各

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稽核调查部负责监督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风险管理总体策略

本公司实行稳健审慎的风险偏好，通过主动管理风险，持续追求效益、风险与资本的均衡与匹配。通过

承担适度风险而取得适度回报，不因对规模增长或利润的追求而牺牲风险底线。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

致力于规避经营成果的大幅、异常波动，而保持业务发展与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实现资本的内生

增长。同时保持符合监管要求的偿付能力充足水平，持续满足各项监管要求，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3.�风险管理执行情况

2020年，面对强监管、严问责的外部监管环境，华安保险以“立足监管、落地机构，精细管理、创造价

值” 为整体工作思路，持续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1）规范公司制度管理体系。结合原《制度管理办法》（试行）试运行期间发现的问题和公司制度管

理实际需要，从制度类型、制度发文层级及管理职能、部门职责、管理流程、制度有效期限、特殊规定等方面

对办法进行修订。组织总公司各部门进行部门制度梳理，推动各部门建立形成实时更新备案的手工台账及

2020年度制度修订计划清单， 并在年度制度汇编针对发现的56个具体问题对责任部门发送共计19份提示

函，按季度持续追踪各部门年度制度制定计划的完成情况。结合公司员工队伍执行有效性提升方案的相关

要求，落实制度管理体系相关执行力要求工作，对总公司21个部门开展制度修订、制定工作的新一轮检视

评估工作。经各部门梳理反馈，2020年需新制定制度18项，修订制度169项；截至12月31日，已完成制定8项，

修订58项。

（2）完善内控管理机制。总公司层面，2020年度总公司内控自评估共涉及19个部门，20个关键业务/管

理模块，共梳理64个一级流程，156个二级流程，218个三级流程。结合风险事件、监管要求、业务特点等，识

别业务流程中的风险点共计877个，其中存在缺陷个数31个，占比3.53%。分公司层面，31家分公司共计梳理

分公司层面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1,200项，外部监管规章700项，分别较2019年增加196和304项。各分公司相

关条线共计梳理内控缺陷57个，针对内控发现问题均制定了相应的整改计划，并通过缺陷整改不断提升分

公司管理规范性。

（3）继续完善优化风险偏好体系，一是明确公司实行稳健审慎的风险偏好，通过主动管理风险，持续

追求效益、风险与资本的均衡和匹配。二是将风险偏好要求逐次传导至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对公司经营

风险底线进行要求与管控，2020年公司从盈利、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水平、大类风险最低资本占用、风险控

制等五个维度设定了风险容忍度， 公司整体风险管控状况良好，11个风险容忍度指标均未突破容忍度设

置。三是持续优化完善风险监测与报告体系。一方面，定期开展风险指标监测与分析工作，针对监测超过容

忍度及限额的关键指标下发警示函并跟踪落实相应的整改，2020年定期编制月度及季度监测分析报告。另

一方面，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定期编制、上报、披露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同时，定期编报年度、半年度公司总

体风险管理报告及八大子类风险管理报告并向管理层、董事会汇报，确保经营层全面掌握、了解公司风险

管理状况。四是结合SARMRA评估要点及公司关键风险指标监测分析及预警处置工作实践，对《风险监测

与限额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董事会、总裁室、偿付能力管理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在公

司风险监测分析工作中的职责，进一步明确容忍度指标、限额指标及监测指标的分类界定，不同指标类型、

不同超限额情形的风险处置与应对要求。

（4）持续加强偿付能力管理。一是完善公司偿付能力管理机制，制定并下发《偿付能力应急管理办

法》，明确了偿付能力应急管理组织架构，重大突发偿付能力风险事件的分级管理要求，应急响应程序及应

当采取的应急处置方法和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的工作要求等内容；二是加强偿付能力评估测算，开展

月度定期测算、重大事项不定期评估，及时监测、报告公司偿付能力状况；三是落实偿付能力监管工作安

排，在定期进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编制、报送、信息披露的同时，配合监管部门开展了两轮偿二代二期工程

全行业联动测试以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及风险状况调研。

（5）组织开展年度SARMRA自评估。根据原保监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号：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要求与评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6号：偿付能力报告》的规定，公司于8月份组织开展

2020年度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工作。本次采取“各风险模块牵头部门负责统筹本模块评估，各评

估点责任部门执行评估” 的模式推动自评估工作，风险管理部对于各牵头部门统筹评估的结果进行核对确

认。经过对180个评估点逐项开展“制度健全性” 及“遵循有效性” 符合性评估，2020年SARMRA自评估得

分为87.07分。

（6）加强投后信用风险管理，搭建全面信用风险监测框架。定期开展投资资产风险五级分类工作、信

用风险监测，不定期进行风险提示。组织开展2019年度和2020年半年度资产风险五级分类工作，复核确认

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结果，督导制定非正常类资产处置措施，跟踪不良资产处置情况等。

（7）统筹欺诈风险管理，组织落实问题整改。在完成《2019年度欺诈风险管理报告》编制及报送的基

础上，针对2019年欺诈风险专项审计工作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追踪。截至2020年12月31日，整改问题

共21项，8项整改完成，13项待整改中，3项需要长期持续整改。同时，针对信保业务条线假平台借公司名义

诈骗事件，完成非面对面欺诈手段解析及建议等相关材料并在官微进行推送，以及与银保监会保持沟通与

联系，向其完成《关于不法分子冒用我司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线索的报告》的报送。此外，协助营销管理部完

成销售人员的反欺诈培训课件制作及录制，于11月开展营销管理条线的反欺诈视频培训。

（8）开展2019年风险考核，完成《2020年风险考核方案》修订。根据公司2019年度组织绩效考核工作

的安排，完成2019年度风险考核，考核对象包括总裁室领导、总公司部门班子及各分公司经营班子。结合

2019年考核方案的实施情况和本年度风险管理目标，在19年方案的基础上，对考核模式、考核指标均进行

调整，形成《2020年风险考核方案》并印发。

（9）推动完善公司授权管理体系，建立规范授权机制。根据《公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三会一层” 相关公司内部规定，搜集授权管理事项资料，开展授权管理梳

理与优化工作，制定印发《关于开展公司授权管理梳理与优化工作的通知》，组织召开4次授权管理沟通宣

导会，并根据梳理情况，与计划财务部、人力资源部、行政管理部、财产险部、资产管理中心等5个部门负责

人完成点对点沟通；通过分批次（试点、第一、二、三批次）完成三会一层及公司各部门的授权管理事项及

审批流程的梳理，初步确定各部门授权事项及流程审批表（21份）、总公司分类授权汇总表（676项审批流

程）及问题清单（62个问题）。结合公司整体审批流程及授权情况，初步拟定《授权管理办法》草案，明确了

授权范围、管理组织、授权形式、程序及授权争议解决等方面内容。

五、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公司2020年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险种分别是机动车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保证保险类、责任保险和

企业财产保险，这五个险种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险种名称 保险金额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净提取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

净提取未决赔款

责任准备金

承保利润

机动车辆险类

314,452,507.56 1,063,211.47 618,724.85 34,367.93 27,185.55 -45,208.12

意外伤害险类

2,896,790,887.21 123,366.47 30,615.24 9,725.40 4,040.25 -8,070.98

保证保险类

3,314,658.05 110,187.30 32,236.12 41,524.15 11,158.93 -1,567.38

责任保险类

7,424,772,889.23 88,442.91 17,983.24 7,230.38 1,503.96 2,149.05

企业财产险类

63,987,732.79 39,374.29 24,921.86 -944.85 12,140.15 -25,173.37

六、偿付能力信息

（一）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序号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1

认可资产

（

万元

）

1,723,671.61 1,972,205.62

2

认可负债

（

万元

）

1,310,216.95 1,547,055.51

3

实际资本

（

万元

）

413,454.66 425,150.11

4

最低资本

（

万元

）

217,474.73 248,246.43

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

万元

）

195,979.93 176,903.68

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

%

）

190.12 171.26

（二）偿付能力变动说明

公司2020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71.26%，相比2019年末下降了18.86个百分点，下降原因主要为：

一是上半年的疫情造成公司车险、财产险等常规业务经营结果大幅波动，对偿付能力水平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

二是在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低迷及车险综合改革、车险经营面临较大挑战的背景下，公司主动调整业务

结构、加大非车险产品拓展力度，非车险业务占比提升的同时也因其较高的资本要求使得保险风险最低资

本占用提升。

七、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2020年，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32.36193亿元。其中，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金额累

计为1.68641亿元，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0.59824亿元，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金额为30.07728亿

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与公司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0.83607亿元。其

中，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0.04964亿元，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0.00288亿元，利益转移类

关联交易金额为0.75574亿元，其他类关联交易金额为0.02782亿元。

2020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银保监会规定，完成关联交易报告和信息披露各项工作。2020年公司共发

布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13个，其中9个重大关联交易披露公告，4个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公司公

开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请详见公司官网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