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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hina Reinsurance (Group) Corporation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08）

公告
中再壽險截至 2 0 2 0年 9月 3 0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計財務數據及償付能力報表

本公告乃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發出。

茲提述本公司2018年11月29日刊發的關於本公司附屬公司中國人壽再保險有限責任
公司（「中再壽險」）資本補充債券發行完畢的自願性公告，中再壽險已在全國銀行間
債券市場成功公開發行本金總額為50億元人民幣資本補充債券。根據有關規定，在
資本補充債券存續期內，中再壽險需在中國貨幣網(www.chinamoney.com.cn)和中
國債券信息網(www.chinabond.com.cn)按季度公開披露其季度報告及償付能力報
表。有關償付能力報表的詳情請參見中再壽險將適時在上述網站披露的相關報告
及本公司將適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站
(www.chinare.com.cn)刊發的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之主要償付能力指標公告。

中再壽險亦將披露以下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
個月之未經審計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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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2020年9月30日

（人民幣元）
資產 期末餘額

（未經審計）

資產：
貨幣資金 2,617,019,932.3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1,416,992,714.60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2,172,100,000.00
應收利息 1,677,321,939.47
應收分保賬款 35,703,055,846.10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535,067,655.55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6,318,785,516.73
應收分保壽險責任準備金 4,392,382,115.25
應收分保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
應收款項類投資 22,007,070,020.54
再保險人應佔保戶質押貸款份額 488,482,418.68
定期存款 12,70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6,479,538,395.23
持有至到期投資 15,963,092,729.27
長期股權投資 11,723,408,341.89
存出資本保證金 3,100,000,000.00
投資性房地產 2,755,254,744.08
固定資產 8,821,294.93
無形資產 22,832,856.72
其他資產 16,634,042,307.04

資產總計 196,715,268,8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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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元）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期末餘額

（未經審計）

負債：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6,670,498,000.00
應付分保賬款 15,024,513,965.21
應付職工薪酬 114,287,124.98
應交稅費 215,187,774.79
保護儲金及投資款 27,428,245,333.57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6,441,523,979.24
未決賠款準備金 15,176,616,373.35
壽險責任準備金 82,081,145,283.96
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4,550,637,217.75
應付債券 4,997,404,043.40
遲延所得稅負債 742,571,018.89
其他負債 4,926,380,055.88
負債合計 178,369,010,171.02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8,170,000,000.00
資本公積 -53,506,196.97
其他綜合收益 654,405,859.74
盈餘公積 1,216,326,035.92
一般風險準備 1,216,326,035.92
未分配利潤 7,142,706,922.82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18,346,258,657.43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196,715,268,8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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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人民幣元）
本年累計數
（未經審計）

一、 營業收入 60,636,239,040.13

已賺保費 52,379,725,167.59
 保險業務收入 60,897,307,885.45
  其中：分保費收入 60,897,307,885.45
 減：分出保費 7,247,061,005.92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270,521,711.94
投資收益 5,947,086,320.51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5,155,050.12
匯兌損益 131,162,510.76
其他業務收入 2,162,708,929.86
資產處置收益 —
其他收益 401,061.29

二、 營業支出 57,335,892,677.50

退保金 38,400,913,198.80
賠付支出 10,043,720,913.01
減：攤回賠付支出 1,559,103,186.37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10,433,434,975.22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4,441,097,453.97
提取保費準備金 —
分保費用 4,112,631,985.21
稅金及附加 18,106,085.68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442,642.63
業務及管理費 153,618,443.33
減：攤回分保費用 1,375,519,025.92
其他業務成本 1,371,898,619.79
資產減值損失 176,845,4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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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元）
本年累計數
（未經審計）

三、 營業利潤 3,300,346,362.63

加：營業外收入 553,284.46
減：營業外支出 6,505,361.96

四、 利潤總額 3,294,394,285.13
減：所得稅費用 727,509,003.16

五、 淨利潤 2,566,885,281.97

六、 其他綜合收益 -802,423,997.57

七、 綜合收益總額 1,764,461,2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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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人民幣元）
本年累計數
（未經審計）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的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8,319,387,542.88
投資型保險合同淨增加額 —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62,455,132.24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8,481,842,675.12

支付的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
投資型保險合同淨減少額 2,651,066,797.61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23,985,110.32
支付的各項稅費 1,004,661,163.21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24,645,881.18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904,358,952.3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577,483,722.80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42,766,875,559.35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2,580,200,853.52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629,589,802.79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7,976,666,215.66

投資支付的現金 65,375,541,414.37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43,043,869.62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175,047,823.36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8,593,633,107.3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616,966,8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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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元）
本年累計數
（未經審計）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收到的淨額 9,510,031,385.23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9,510,031,385.23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支付的淨額 —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510,031,385.23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44,606,525.25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6,484,845,258.41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9,713,789,836.93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228,944,578.52

上述中再壽險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計財務數據是按照中國《企業
會計準則》編製，未經本公司審計師審計或審閱，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朱曉雲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0年10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袁臨江先生、和春雷先生及任小兵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路秀麗女士、溫寧先
生、汪小亞女士及劉曉鵬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郝演蘇先生、李三喜先生、莫錦嫦女士及姜波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