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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第5页至第13页的附注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 

 附注四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一、应收及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5 (23.26)  (22.70)  

预付赔款      1,183.78       838.72  

    

资产合计      1,160.52       816.02  

    

二、准备金及应付款项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7,299.57  22,715.22  

未决赔款准备金  28,379.14  23,488.33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 

准备金  12,812.53  10,110.11 

预收保费  1,330.55  1,579.58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30.74  146.79  

应交税金  358.66  326.14  

应付赔付款  794.12  648.01  

应交保险保障基金  181.45  114.46  

应交救助基金       712.16     1,100.14  

    

负债合计     59,186.39      50,118.67   

    

三、资金单独运用情况下    

现金  不适用 不适用 

银行存款  不适用 不适用 

政府债券  不适用 不适用 

金融债券  不适用 不适用 

企业债券  不适用 不适用 

股票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证券投资基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买入返售证券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投资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应收利息  不适用 不适用 

应收股利  不适用 不适用 

卖出回购证券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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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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4日颁布的《关于核准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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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9号)，本公司于2008年9月24日起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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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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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号)等相关规定、

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之《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分摊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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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为了报送中国保监会使用。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2016年12月31

日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以及2016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中国保监会备案的分摊方法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

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下的会计

数据的基础上编制的。 

 

三、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釆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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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 (续) 
 

3.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赔款支出、提取未决赔款

准备金以及专属费用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及分摊的投资收益根据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

的分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4.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预付赔款、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

决赔款准备金、应付赔付款、预收保费、应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交税金、应交保险保障

基金和应交救助基金等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5. 资产减值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

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

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

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

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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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非寿险原保险合

同，根据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保费收入金额。分入业务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

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金额。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续）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7 

三、主要会计政策 (续) 

 

7.    保险合同成本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出、赔款支出以及

提取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 

 

赔款支出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

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以及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在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8.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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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交强险险种单独作为一个计量单元，并在各个会

计期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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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赔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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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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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单独计量。本公司在保险期间内，

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 

 

► 本公司根据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不确定性和影响程度选择适当的风险边际，计入

保险合同准备金。 

 

► 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产生首日利得的，不确认该利得，而将首日利得作为剩余边

际计入保险合同准备金。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发生首日损失的，对该损失予以确

认并计入当期损益。剩余边际的后续计量以保单生效年的假设为基础确定，不随未

来假设的调整而变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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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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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 (续) 
 

8. 保险合同准备金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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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重大的，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对于久期小于一年的短期保险合同负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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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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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去佣金及手续费、营业税、保险保障基金、监管

费用及其他增量成本后计提本准备金。初始确认后，非寿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三百六

十五分之一法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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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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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均赔款

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采用链梯法、

Bornhuetter-Ferguson法、赔付率法及案均赔款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

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公司采用逐案预估法和比率分摊法，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

础，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保险精算方法重

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

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续）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9 

三、主要会计政策 (续) 
 

9.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如交强

险的手续费及佣金、税金及附加、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简称“救助基金”)、保险保障

基金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专属费用乃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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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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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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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交强险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专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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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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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按本

公司向保监会报备的费用分摊办法进行分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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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摊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及汇兑损益等。 

 

投资收益包含定期存款机存出资本保证金利息收入、分红收入以及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等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

外的已实现利得或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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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 (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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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本公司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2016年度的投资净收益按照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

分摊方法，按照报告期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其在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分摊到所

确定的归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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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报告期

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15.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最佳的

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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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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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   2015年度  

 家庭自用车  31,251.39   23,672.33  
 非营业客车  3,983.22   3,656.26  
 营业客车  847.84   877.66  
 非营业货车  8,508.89   7,342.30  
 营业货车  10,730.84   8,576.17  
 特种车  1,912.57   1,431.08  
 摩托车  2,845.20   2,836.84  
 拖拉机及农用车  686.25   718.40  
 挂车   -     - 

    
 合计  60,766.20  49,111.04 
 

2. 赔款支出 

 

于2016年度，本公司无实际垫付以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2015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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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续) 

 

3. 经营费用 

 

 2016年度  2015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手续费  1,991.35   -     1,620.85   -    

税金及附加   1,481.10   -     2,738.57   -    

出单费  1,398.89    96.45    841.66  0.68     

交强险救助基金  940.03   -     565.75   -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486.13   -     392.89   -    

工资及福利费  309.37   3,717.65   445.91  4,411.17     

保险业务监管费  48.61   -     57.94   -    

租赁费  45.22   927.65   120.89   909.40  

印刷费  38.90   149.46   123.00   64.48  

业务宣传费  36.05   270.16   241.95   99.90  

业务招待费  5.67   182.82   27.64   167.23  

社会统筹保险费 -  472.67   -     465.81  

固定资产折旧费 -  477.26   -     717.54  

无形资产摊销 -  344.58   -     1,156.20  

住房公积金 -  264.76   -    283.62     

邮电费 -  242.81   -     215.51  

差旅费 -  192.58   -     155.50  

工会经费及职工教育经费 -  182.02   -    163.77     

其他      3,778.84         2,590.74     2,094.26      1,240.09     
     

合计    10,560.16        10,111.61      9,271.31    10,050.90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专属费用

直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质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险种。 

 

4. 分摊的投资收益 

 
   2016年度   2015年度  

 投资收益  2,980.88   2,944.9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39)  66.59  
 利息收入  51.26   179.31  
 汇兑损益   5.31   4.05 

    
 合计   3,032.06   3,1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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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续) 

 

5. 应收保费 

 

于2016年12月31日，应收保费为因交强险退保或保单批减形成的应退还保费。 

 

6. 或有事项 

 

于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7.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与交强险相关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3月31日批准。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16年度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16 年度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1 
 

 
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分配按照向中国保监会备案之分摊方法执行。其中，第三章共同费用的

分摊程序和标准，具体规定了共同费用与投资收益的分摊。 

 

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一、共同费用分摊的程序 

 

(一)  在进行共同费用分摊时，将公司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后援

管理部门三类。 

 

直接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保单销售、核保核赔、理赔服务、再保业务操作和

管理的部门，包括业务管理部、客户服务部、再保险部及各业务部门。 

 

投资管理部门，是指专门从事保险资金投资运作和管理的部门。 

 

后援管理部门是指为直接业务部门提供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部门。包括财务部、

信息技术部、运营管理部、投资部、企划精算部、人力资源部、办公室等。 

 

(二)  各级机构在将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的同时，

将需要分摊的共同费用分为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和其他业务及管理费三类。 

 

人力成本，是指职工薪酬及其相关的支出。包括职工工资、福利费、社会统筹

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医疗保险费、辞退福利、非

货币性福利、劳动保险费、劳动保护费等。 

 

资产占用费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资产使用费主

要包括电子设备运转费、水电费、邮电费、保险费、物业管理费、绿化费、贷

款坏帐损失、税金等。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是指除了人力成本和资产占用费之外的其他业务及管理

费。包括差旅费、印刷费、公杂费、银行结算费、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

会议费、培训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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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共同费用分摊到险种： 

 

(一) 将资产占用费分摊到各部门 

 

(1) 房屋类：以各部门的使用面积作为分摊标准，将固定资产折旧费(房屋折旧

费)、无形资产摊销(土地使用权摊销)、租赁费(营业用房、非营业用房租赁

费、租入物业的管理费)、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装修费)等项

目，分摊至公司各部门。 

 

(2) 车辆类：以各部门使用车辆次数作为分摊标准，将固定资产折旧费(交通工具

折旧费)、租赁费(交通工具租赁费)等项目，分摊至公司各部门。 

 

(二) 将后援部门费用分摊到直接业务部门 

 

(1) 以各后援部门为直接业务部门提供服务的工时为标准，将各后援部门(不含投

资部)的人力成本、分摊的资产占用费和其他业务及管理费，分摊至各直接业

务部门。 

 

(三) 直接业务部门将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至险种 

 

(1) 承保部门：按照某险种新单件数占所有险种新单件数的比例和该险种保费收

入占所有险种保费收入的比例为标准，各按50％的权重，将承保部门归集和

分摊到的费用分摊至险种。 

 

(2) 理赔部门：按照某险种赔案件数占所有险种赔案件数的比例和该险种赔付支

出占所有险种赔付支出的比例为标准，各按50％的权重，将理赔部归集和分

配的费用分摊至险种。 

 

(3) 再保部门：按照某险种分出保费与分保费收入之和占所有险种分出保费与分

保费收入之和的比例，将再保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至各险种。 

 

(4) 各业务部门：按照某险种保费收入占所有险种保费收入的比例，将各业务部

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至各险种。 

 

(5)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按照某险种保费收入占所有险种保费收入的比例和该险

种赔款支出占所有险种赔款支出的比例，各按50％的权重，将本部门归集和

分配的费用分摊至各险种。 

 

(6) 以有效保单件数作为分摊标准，将固定资产折旧费(电子设备折旧费)、无形

资产摊销(核心业务系统及财务应用系统摊销费)等项目，分摊至各险种。 

 

(四)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 

 

遵照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 (试行)》 (保监会令

[2004]13号)规定，公司根据业务的风险特征，对各个险类的几个险种合并评估

其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需要将合并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

款准备金(IBNR)认定为共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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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续) 

 

(四)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 (续) 

 

分摊到某险种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险种分摊比例×(截止至

报告期末滚动12个月已决赔款+某险种报告期末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其中：某险种分摊比例＝某险种整体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该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12个月已决赔款+该险种报告期末已发生已报案未

决赔款准备金)。 

 

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一) 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分摊到分支机构 

 

(1) 其分摊标准与共同费用向险种分摊第一步相同。 

 

(二) 将总公司各部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到分支机构 

 

(1) 承保部门：按某分支机构保单新单件数占所有分支机构保单新单件数的比例

和该机构保费收入占所有分支机构保费收入的比例，各按50％的权重，将承

保部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到分支机构。 

 

(2) 理赔部门：按某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所有分支机构赔案件数的比例和该机构

赔款支出占所有分支机构赔款支出的比例，各按50％的权重，将理赔部门分

摊到分支机构。 

 

(3) 客户服务部：按某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所有分支机构赔案件数的比例和该机

构赔款支出占所有分支机构赔款支出的比例，各按50％的权重，将客户服务

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到分支机构。 

 

(4) 再保部门：按某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保费收入之和占所有分支机构分出保

费与分保费收入之和的比例，将再保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到分支机

构。 

 

(5) 业务部门：按某分支机构保费收入占所有分支机构保费收入的比例，将各业

务部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到分支机构。 

 

(6)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按某分支机构保费收入占所有分支机构保费收入的比例

和该机构赔款支出占所有分支机构赔款支出的比例，各按50％的权重，将其

他直接业务部门和除投资部之外的后援部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分摊到分支

机构。 

 

(7) 投资部：投资部归集和分摊到的人力成本、资金占用费和其他业务及管理

费，直接计入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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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续) 

 

(三)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公司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对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

准备金(IBNR)进行总体评估，并将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作

为共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分摊到某分支机构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各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该分支机构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12个月已决赔款+该分支机构报告期末已发生

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各分支机构分摊比例＝整体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各分

支机构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12个月已决赔款+各分支机构报告期末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以上分摊程序不考虑后援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共同费用的交互式

分摊。 

 

四、投资收益分摊方法 

 

公司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归属对象。对于资产负债匹

配要求相同的资金，应当按照报告期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其在报告期内的投

资收益分摊到所确定的归属对象。 

 

(一) 将资产负债匹配要求相同的投资收益分摊到险种时，公司按月根据收付实现制的

原则确认、计量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某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

到的保费-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

费用和共同费用。 

 

分摊到某险种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扣除投资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某险种实

际可运用资金量占所有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重。 

 

(二) 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分支机构时，公司按月根据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计量各分

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某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分

支机构上划的保费-报告期实际下划给该分支机构的赔款、费用等。 

 

分摊到某分支机构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扣除投资部归集和分摊到的费用×该分

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占所有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重。 

 

本公司2016年度发生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38,978万元，分摊给交强险的共同费

用为人民币10,560万元。本公司2016年度投资收益为人民币13,932万元，分摊

给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人民币3,0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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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

(2+3+4+5)+6 8 9＝7+8 

家庭用车  28,064.25   14,106.10   3,133.91   6,333.40   5,215.53   1,559.36   834.67   (2,594.32)  (1,759.65) 

非营业客车  3,810.50   1,743.37   183.73   562.04   617.67   198.77   902.46   2,474.02   3,376.48  

营业客车  822.90   1,028.11   (122.35)  112.98   154.52   42.32   (308.04)  (2,957.27)  (3,265.31) 

非营业货车  8,142.27   4,906.23   682.72   1,059.48   1,193.25   424.53   725.12   38.65   763.77  

营业货车  9,902.00   5,302.06   595.55   1,508.60   1,487.46   535.48   1,543.81   2,274.59   3,818.40  

特种车  1,723.09   782.57   194.22   190.27   276.06   95.48   375.45   851.73   1,227.18  

摩托车  2,906.53   1,192.93   92.24   728.72   1,007.27   141.89   27.26   (4,148.97)  (4,121.71) 

拖拉机  810.31   587.93   130.53   64.59   159.72   34.23   (98.23)  (1,720.51)  (1,818.74) 

挂车  -   10.38   0.26   0.08   0.13   -       (10.85)  (299.22)  (310.07) 

          

合计  56,181.85   29,659.68   4,890.81   10,560.16   10,111.61   3,032.06   3,991.65   (6,081.30)  (2,0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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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

(2+3+4+5)+6 8 9＝7+8 

家庭用车  21,103.77   10,484.52   3,311.71   4,853.87   4,763.38   1,799.01   (510.70) (2,083.62)  (2,594.32) 

非营业客车  3,533.71   1,431.91   286.45   530.29   686.13   508.20   1,107.13   1,366.89   2,474.02  

营业客车  864.19   1,048.59   269.60   140.46   148.86   (232.34)  (975.66) (1,981.61)  (2,957.27) 

非营业货车  7,056.21   3,735.01   729.47   1,080.06   1,369.92   581.48   723.23   (684.58)  38.65  

营业货车  8,949.04   5,036.13   1,139.43   1,443.86   1,328.49   386.60   387.73   1,886.86   2,274.59  

特种车  1,346.86   559.72   208.53   203.16   241.47   215.20   349.18   502.55   851.73  

摩托车  2,713.09   778.98   511.76   899.93   1,369.93   (107.19)  (954.70) (3,194.27)  (4,148.97) 

拖拉机  574.37   338.15   265.08   117.81   141.66   60.92   (227.41) (1,493.10)  (1,720.51) 

挂车  -     30.66   (13.26)  1.87   1.06   (16.95)  (37.28)  (261.94)  (299.22) 

          

合计  46,141.24   23,443.67   6,708.77   9,271.31   10,050.90   3,194.93   (138.48) (5,942.82)  (6,081.30)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16 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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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

营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

(2+3+4+5)+6 8 9＝7+8 

广东  16,443.44   10,794.35   910.75   1,388.55   2,110.73   867.09   2,106.15   5,019.48   7,125.63  

广西  8,918.90   2,850.56   432.54   2,281.56   1,554.26   1,407.09   3,207.07   4,647.18   7,854.25  

云南  3,012.06   1,166.60   (93.72)  272.29   546.31   838.41   1,958.99   3,997.59   5,956.58  

贵州  4,172.97   2,291.59   (227.63)  412.23   845.09   520.06   1,371.75   (912.07)  459.68  

海南  1,221.18   395.88   341.53   261.58   191.80   154.91   185.30   (302.62)  (117.32) 

深圳  1,589.97   1,074.60   (72.27)  242.21   282.49   (67.37)  (4.43)  (3,325.46)  (3,329.89) 

四川  2,714.06   2,299.64   (433.00)  213.84   685.15   15.63   (35.94)  (4,084.32)  (4,120.26) 

上海  3,074.06   3,148.32   386.63   242.28   748.32   (526.97)  (1,978.46)  (5,300.70)  (7,279.16) 

湖北  3,607.92   2,756.17   (377.55)  517.87   712.96   (295.32)  (296.85)  (5,013.18)  (5,310.03) 

河南  11,004.51   2,728.90   3,828.93   4,643.57   2,213.35   124.25   (2,285.99)  (686.23)  (2,972.22) 

江西  422.78   153.07   194.60   84.08   176.06   (5.72)  (190.75)  (120.97)  (311.72) 

陕西  -     -     -     0.10   45.09   -     (45.19)  -     (45.19) 

          

合计  56,181.85   29,659.68   4,890.81   10,560.16   10,111.61   3,032.06   3,991.65   (6,081.30)  (2,089.65)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15 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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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

(2+3+4+5)+6 8 9＝7+8 

广东  15,820.79   8,464.31   615.86   1,633.51   3,090.94   1,280.88   3,297.05   1,722.43   5,019.48  

广西  7,258.21   2,150.96   700.23   2,219.93   1,187.54   1,004.31   2,003.86   2,643.32   4,647.18  

云南  3,705.57   1,539.85   202.58   315.22   727.24   153.22   1,073.90   2,923.69   3,997.59  

贵州  3,762.69   1,639.97   243.12   680.60   1,044.24   173.83   328.59   (1,240.66)  (912.07) 

海南  1,058.99   323.99   227.68   201.96   381.94   99.13   22.55   (325.17)  (302.62) 

深圳  2,142.16   1,360.97   393.40   363.39   363.28   (258.53)  (597.41)  (2,728.05)  (3,325.46) 

四川  3,072.14   2,660.04   1,216.80   300.92   636.16   (441.79)  (2,183.57)  (1,900.75)  (4,084.32) 

上海  3,247.39   2,426.62   637.53   374.67   828.78   (142.17)  (1,162.38)  (4,138.32)  (5,300.70) 

湖北  3,552.87   2,613.33   1,552.34   573.98   755.26   (171.83)  (2,113.87)  (2,899.31)  (5,013.18) 

河南  2,518.97   261.04   919.17   2,605.99   954.79   1,535.79   (686.23)  -     (686.23) 

江西  1.46   2.59   0.06   1.14   80.73   (37.91)  (120.97)  -     (120.97) 

陕西  -   -   -    -   -   -     -     -     -    

          

合计  46,141.24   23,443.67   6,708.77   9,271.31   10,050.90   3,194.93   (138.48)  (5,942.82)  (6,08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