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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通过公司董事长批准，公司董事长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合规，并对我们的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二、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和股东，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 （有□ 无■）

股东类别

季度初 本季度股份或出资额的增减 季度末

股份或出

资额（万

元）

占比

（%）
股东增资

公积金

转增及

分配股

票股利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出

资额（万

元）

占比

（%）

国有股 - - - - - - - -
社团法人 300,000 100 - - - - 300,000 100
集体法人 - - - - - - - -
外资股 - - - - - - - -
自然人股 - - - - - - - -
总计 300,000 100 - - - - 300,000 100

2．实际控制人

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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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

股东名称
股份

类别

年度内出

资额变化

（万元）

报告期末

出资额

（万元）

报告期

末持股

比例(%)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99,000 33 -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90,000 30 -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90,000 30 -
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21,000 7 -

合计 —— - 300,000 100 -

股东关联关系说明：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是□ 否■）

5．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是否有股东转让公司股份？ （是□ 否■）

（二）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1．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董事会共有 8 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袁宏林，1967 年 11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15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

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40 号。自 2017 年 4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长任职资格核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443 号。袁宏林现任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非执

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西藏鸿商资本有限公司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曾就职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霍康，1979 年 3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

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25 号。霍康曾就职于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弘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复星集团、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蒋理，1979 年 9 月出生，硕士学位，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届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33 号。蒋理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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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就职于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刘琳，1975 年 5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

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27 号。刘琳现任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曾就

职于宁波盈嘉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等。

欧阳凡，1981 年 7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核

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12 号。欧阳凡现任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曾就

职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金杯电缆厂等。

陈毅敏，1973 年 1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自 2015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任

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40 号。陈毅敏现任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上海）管理合伙人。曾就职于新加坡 RODYK&DAVIDSON 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集团（上

海）事务所。

陈经伟，1967 年 11 月出生，博士学位，自 2015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任职

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40 号。陈经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执行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就职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深

圳市芙浪特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海南澄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海口信托咨询公

司、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股票内部交易中心、海南省屯昌县中学。

徐珊，1969 年 1 月出生，博士学位，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任职资格

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26 号。徐珊现任厦门天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就职于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农信会计师事务所。

（2）监事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监事会共有 3 位监事，其中职工监事 2 人。

张振昊，1973 年 6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15 年 12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任职资格

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333 号，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振昊现任鸿商

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就职于中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

黄文祥，1975 年 7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监事任职资

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11 号。黄文祥现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曾就职于上海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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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1976 年 12 月出生，学士学位，自 2021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监事任职资

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13 号。张艳现任公司行政主管。曾就职于阳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霍康，1979 年 3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

848 号。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任命霍康同志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首席投资官。霍康同志无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邢海军，1971 年 9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理财规划师。根据原保监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关于邢海军、张振昊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1333 号），核准邢海军

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任命邢海军同志为公司临

时合规负责人、公司首席风险官并向监管报备完毕。邢海军同志曾任职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邢海军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刘崇，1976年 10月出生，博士学位，根据北京银保监局 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布的《关于

刘崇任职资格的批复》（京银保监复〔2019〕280 号）及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布的《关于刘崇

任职资格的批复》（京银保监复〔2019〕282 号），核准刘崇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刘崇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任云鹏，1977年 11月出生，硕士学位，2021 年 1 月获得高管任职资格，并依照《保险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于 2021 年 7 月向监管报备了小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报告（小康人寿〔2021〕118 号），现任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任云鹏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黄符春，1976 年 12 月生，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2020 年 9 月获得高管任职资格，并

依照《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于 2021 年 10 月向监管报备

了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总精算师的任职报告（小康人寿〔2021〕175 号），现任小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总精算师。黄符春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张振光，1980 年出生，硕士学位。2021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

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863 号，现任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合规负责人、法律责任人。

张振光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陈涛，1989 年出生，硕士学位。2021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文

号为银保监复〔2021〕1501 号，现任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责任人。陈涛同志无在

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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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在报告期间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 （是□ 否■）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四）报告期内受到的处罚及违规信息

1．报告期内保险公司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

（是□ 否■）

2．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

门的行政处罚？

（是□ 否■）

3．报告期内公司其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是否发生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

（是□ 否■）

4．报告期内保险公司是否被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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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指标

（一）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下季度(末)预测数

认可资产（元） 2,775,824,096.07 2,646,012,775.36 2,927,346,265.42
认可负债（元） 366,302,186.04 146,840,773.83 517,360,423.50
实际资本（元） 2,409,521,910.03 2,499,172,001.53 2,409,985,841.92
核心一级资本（元） 2,409,228,775.28 2,499,172,001.53 2,409,985,841.92
核心二级资本（元）

附属一级资本（元） 293,134.75
附属二级资本（元）

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171,870,096.40 114,418,108.80 179,105,748.95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7,665,406.30 4,204,865.50 7,988,116.40
附加资本（元）

最低资本（元） 179,535,502.70 118,622,974.30 187,093,865.35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2,229,693,272.58 2,380,549,027.23 2,222,891,976.5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2,229,986,407.33 2,380,549,027.23 2,222,891,976.5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341.92 2106.82 1288.1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342.09 2106.82 1288.12%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1-3 个月(%) 103.64 112.58
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3 个月(%) 2677.93 5764.48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 LCR3-3 个月(%) 911.27 3703.18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142.92 -93.01
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元) -131,092,630.47 -1,602,744,874.24
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元) -1,602,744,874.24 1,988,253,794.82
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净现金流(元) 1,988,253,794.82 14,487,3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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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元） 212,857,666.21 -33,281,092.63
综合退保率（%） 0.07 1.59
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元） -2,009,494.03 -33,625,153.31
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元） 126,023,571.74 -10,773,625.23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369425.96 36906.15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16.94 8.38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0.00 0.00
AA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0.00 0.81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0.00 0.00
应收账款占比（%） 0.00 0.00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0.00 0.00

（四）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元） 134,525,367.49 134,525,367.49
净利润（元） -14,998,146.49 -14,998,146.49
总资产（元） 2,814,199,083.69 2,814,199,083.69
净资产（元） 2,447,338,188.32 2,447,338,188.32
保险合同负债（元） 48,218,790.21 48,218,79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不适用 不适用

净资产收益率（%） -0.60 -0.60
总资产收益率（%） -0.55 -0.55
投资收益率（%） 0.96 0.96
综合投资收益率（%） -8.16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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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所属类型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

第五条、第六条关于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列报指标如下：

公司类型：II类保险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本年度签单保费：26,139.08万元

本季度末总资产：281,419.91万元

省级机构数量：1

（二）监管部门对本公司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的结果

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72.65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64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

工具 5.2 分，保险风险管理 7.55 分，市场风险管理 7.24 分，信用风险管理 5.96 分，操作风险管

理 7.48 分，战略风险管理 8.84 分，声誉风险管理 8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75 分。

（三）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进展情况

2022年一季度，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结合公司实际，积极开展各项风险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

公司风险管理能力：

一是结合偿二代二期规则发布，公司高度重视，制定《小康人寿偿二代二期建设暨进一步完善

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方案》并明确重点工作清单；

二是完成 2021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和各大类风险专项评估报告，向公司经营管理层报告公

司整体和七大类风险管理信息；

三是通过对公司董事和监事问卷调研的方式开展 2022年度风险偏好更新，确保公司风险偏好

符合股东意愿，并与公司自身业务发展战略和当前的风险状况一致；

四是采用部门专题沟通会等多种方式全面回顾公司各部门各业务领域风险管理情况，并修订

2022年度“公司级-部门级”关键风险指标体系；

五是通过风险审核、风险提示、发布风险管理期刊等方式持续提升公司全员风险管理意识，培

育公司风险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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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2021 年第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类。

2021 年第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类。

（二）公司已经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随着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改善和各项风险管理工作的推进，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的各项

指标情况有较大提升，自 2021年一季度开始公司已连续四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保持 B类评级。

2022 年一季度，公司根据监管要求，组织开展二期风险综合评级二期（征求意见稿）指

标测试报送和意见反馈，并分析扣分情况和提示各部门关注二期指标相关新要求。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关注监管风险综合评级新标准的发布，并严格按照最新监管要求，

进一步健全公司各项内控与风险管理工作，持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三）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自评估情况

1．操作风险

根据银保监会风险综合评级评估标准，操作风险评估主要从销售承保业务线、理赔业务

线、再保险业务线、资金运用业务线、公司治理业务线、财务管理、准备金管理、信息系统、

案件管理、合规风险等业务条线进行开展。公司每季度收集、监控和报送可自评估的风险综

合评级操作风险关键指标项，及时发现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的操作风险点，

并组织相关单位制定行动计划和落实补救措施等。2022 年一季度，公司各项操作风险管理情

况良好，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

2．战略风险

公司根据偿二代二期要求修订完善了公司战略风险管理办法，编制 2022 年度预算及经营

计划经股东会审批后下发实施。公司在业务分解和任务下达过程中已充分考虑市场环境情况、

业务渠道的资源能力及投资管理能力，同时与公司风险管理偏好相匹配。2022 年一季度，公

司整体业务节奏按照经营计划稳步推进，保费收入稳步提升，总体战略风险可控。公司定期

开展经营分析会对公司业务达成情况进行跟踪并安排下一步工作计划，同时及时关注宏观经

济和行业政策变化，评估自身能力，确保公司战略与公司能力变化、经营环境变化相匹配，

降低战略执行风险。

3．声誉风险

公司对声誉风险进行实时监控与关注，每季度通过舆情监测系统从各大网络媒体及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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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收集有关公司的新闻报道，从新闻报道数量、信息来源占比、关键词云等角度监测分析

公司季度声誉风险情况。公司通过评估声誉风险的各类因素，包括合作伙伴、利益相关方、

信用评级、不可抗力等因素及时调整舆情监测的关键词，进一步提升声誉风险的监测水平。

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情况良好，2022 年一季度公司正面新闻占比处于较高水平，无重大负面舆

情产生，声誉风险可控。

4．流动性风险

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3 号：流动性风险》的要求测算的流动性覆盖

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净现金流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各项

指标结果均处于正常水平。预计未来一个季度，公司在基本情形下净现金流为-42,126.17 万元，

主要为对现有货币资金进行资产配置导致的现金流出，在必测压力情景下未来 3 个月流动性

覆盖率为 2,677.93%，在自测压力情景下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2,429.53%，2022 年一季

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 142.92%，未发生不利偏差。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公

司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期末账面价值为 47,673.36 万元，流动性资产充足，能充分满足业务

给付需要，未见明显流动性风险。

六、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新获批筹和开业的省级分支机构信息 （有□ 无■）

本季度公司无新获批筹和开业的省级分支机构。

（二）报告期内重大再保险合同

1．本季度是否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入合同？ （是□ 否■）

2．本季度是否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出合同？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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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退保金额和综合退保率居前三位的产品信息

1．退保金额居前三位的产品信息

排

名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销售渠道

本季度退

保规模

(万元)

本季度

退保率

年度累计

退保规模

(万元)

年度累计

退保率

1 小康美好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经代渠道

银保渠道"
12.96 0.59% 12.96 0.59%

2 中法鸿鑫三号年金保险

（万能型）

万能

寿险
银保渠道 4.00 1.22% 4.00 1.22%

3 小康康卫士重大疾病保

险

健康

险

互联网渠道

经代渠道" 0.90 -1.31% 0.90 -1.31%

2．综合退保率居前三位的产品信息

排

名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销售渠道

本季度退

保规模

(万元)

本季度

退保率

年度累计

退保规模

(万元)

年度累计

退保率

1 中法鸿鑫三号年金保险

（万能型）

万能

寿险
银行渠道 4.00 1.22% 4.00 1.22%

2 小康美好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经代渠道

银保渠道

12.96 0.59% 12.96 0.59%

3 小康康满溢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0.41 0.14% 0.41 0.14%

（四）报告期内重大投资行为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有重大投资事宜。

（五）报告期内重大投资损失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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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期内重大融资事项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融资事项。

（七）报告期内重大关联方交易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方交易。

（八）报告期内重大担保事项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担保事项。

（九）其他重大事项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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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变化

本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342.09%，较上季度末下降 764.73 个百分点。在不考虑一期

和二期计量规则差异的情况下，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1）与上季度相比，实际资本下降了 8,965.01 万元，降幅为 3.59%，同时最低资本上升

了 6,091.25 万元，涨幅为 51.35%，导致偿付能力有所下降。

（2）本季度实际资本 240,952.19 万元，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40,922.88 万元，附属一级资

本 29.31 万元；实际资本下降 8,965.01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季度净利润亏损及投资资产公允价

值下降。

（3）本季度最低资本为 17,953.55 万元，上升了 6,091.25 万元，主要是由于资产配置调

整，权益资产配置增加，导致市场风险增加，同时，由于业务的开展，保险风险也相应增加。

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实际资本会有所消耗，我公司将对偿付能力的发展情况进行密切

追踪，并结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结果，制定合理的业务发展计划。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变化

依据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公司未来 1 季度的各项流动性监测指标处于正常状态水平，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其中，由于业务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

差率由-93.01%转为 142.92%，未再发生不利偏差。

（三）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的变化

2021年第 3季度和 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均为 B类，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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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部机构意见

（一）报告期内是否收到季度报告的审核报告？ （有□ 无■）

（二）报告期内是否收到信用评级报告？ （有□ 无■）

（三）报告期内外部机构的更换情况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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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际资本

（一）实际资本表

公司名称：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2-03-31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核心一级资本 2,409,228,775.28 2,499,172,001.53
1.1 净资产 2,447,338,188.32 2,540,468,514.02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38,109,413.04 -41,296,512.49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38,374,987.62 -39,587,744.70
1.2.2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
1.2.3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

通过子公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
1.2.4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除外）
-

1.2.5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1.2.6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265,574.58 -1,708,767.79

1.2.7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资本工具且

按规定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金额

1.2.8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2 核心二级资本 - -

3 附属一级资本 293,134.75 -

4 附属二级资本 - -

5 实际资本合计 2,409,521,910.03 2,499,172,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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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可资产表

公司名称：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2-03-31 单位：元

行

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1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 951,284,180.71 - 951,284,180.71 882,596,118.36 - 882,596,118.36
2 投资资产 1,733,757,367.46 - 1,733,757,367.46 1,651,523,292.08 - 1,651,523,292.08

3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

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 - - -

4 再保险资产 14.89 - 14.89 23.44 - 23.44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24,023,167.08 - 24,023,167.08 41,989,396.47 - 41,989,396.47
6 固定资产 2,365,988.18 - 2,365,988.18 1,818,917.11 - 1,818,917.11
7 土地使用权 - - -
8 独立账户资产 - - -
9 其他认可资产 102,768,365.37 38,374,987.62 64,393,377.75 107,672,772.60 39,587,744.70 68,085,027.90
10 合计 2,814,199,083.69 38,374,987.62 2,775,824,096.07 2,685,600,520.06 39,587,744.70 2,646,012,7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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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可负债

公司名称：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2-03-31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认可价值

期末数

认可价值

期初数

1 准备金负债 47,660,080.88 7,181,597.43
2 金融负债 126,676,033.92 3,281,709.50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191,966,071.24 136,377,466.90
4 预计负债 - -
5 独立账户负债 - -
6 资本性负债 - -
7 其他认可负债 - -
8 认可负债合计 366,302,186.04 146,840,7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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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低资本

公司名称：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2-03-31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71,870,096.40 114,418,108.80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4,251,230.97 3,363,082.12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6,075,660.47 2,267,510.77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10,754,510.13 1,817,271.59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2,750,975.09 666,856.47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6,032.23 62,995.18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36,032.23 62,995.18
1.2.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58,007,519.47 111,061,658.43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38,927,665.61 7,349,796.57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58,684,054.02 111,851,944.08
1.3.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1.3.4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1.3.5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 -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6,440,544.21 6,206,297.58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10,003,712.60 1,467,199.98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23,504,043.48 5,674,722.67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7,665,406.30 4,204,865.50
3 附加资本 - -
4 最低资本 179,535,502.70 118,622,97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