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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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 

300,000 100 - - - - 300,000 100 

集体法人

股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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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朝春，1977 年 2 月出生，学士学位，自 2022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核

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36 号。李朝春现任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

席投资官。曾就职于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区总部、安达信（上海）咨

询有限公司等。 

赵琳，1992 年 11 月出生，硕士学位，自 2022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核

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36 号。赵琳现任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曾就职于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卓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弈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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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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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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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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2,209,975.55  3,143,103,124.72 5,652,851,523.33 

认可负债（元）  3,058,497,068.19  734,269,347.32 3,467,717,914.67 

实际资本（元）  2,223,712,907.36  2,408,833,777.40 2,185,133,608.66 

核心一级资本（元） 2,223,712,907.36 2,408,833,777.40 2,185,133,608.66 

核心二级资本（元） - - - 

附属一级资本（元） - -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 - 

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284,597,507.75 181,275,642.22 311,018,699.0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12,693,048.85 8,084,893.64 13,871,433.98 

附加资本（元） - - - 

最低资本（元） 297,290,556.60 189,360,535.86 324,890,132.98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1,926,422,350.76 2,219,473,241.54 1,860,243,475.6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1,926,422,350.76 2,219,473,241.54 1,860,243,475.6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747.99 1272.09 672.5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747.99 1272.09 6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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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 104.25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1-12个月（%） 104.62  103.33 

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3个月（%） 1945.20 2139.82 

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12个月（%） 592.83 647.83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 LCR3-3个月（%） 474.87 771.20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 LCR3-12个月（%） 261.62 333.89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869.53 204.86 

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元) 

 

79,455,665.17 20,287,905.70 

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元) 

 

 -1,602,744,874.24  -1,602,744,874.24 

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净现金流(元)  1,988,253,794.82  1,988,253,7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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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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6,156,411.75 537,505,975.70 

综合退保率（%） 0.04 0.09 

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元） 758,456,964.26 173,591,118.83 

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元） 1,392,501,808.32 276,530,453.18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2720176.70 956628.56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12.83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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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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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471,189.73 1,493,281,434.40 

净利润（元） -1,993,102.06 -26,649,878.71 

总资产（元） 5,332,976,047.17 5,332,976,047.17 

净资产（元） 2,387,094,256.66 2,387,094,256.66 

保险合同负债（元） 1,327,183,624.35 1,327,183,62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不适用> <不适用> 

净资产收益率（%） -0.08 -1.08 

总资产收益率（%） -0.05 -0.66 

投资收益率（%）1 5.36 3.51 

综合投资收益率（%）1 -0.48 -0.45 

注：1 投资收益率及综合投资收益率为年化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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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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573.54 万元 

本季度末总资产：533,2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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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最近一次接受监管部门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现场评估是 2016 年，评估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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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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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通过开展年度 SARMRA自评估工作，持续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公司以落实监管 SARMRA

各项要求为目标，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自评估评估标准，全面、客观、审慎地评价公司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能力水平，并总结本年度风险管理能力情况及不足。 

二是通过启动 2022年 RCSA自评估工作，加强操作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公司制定了《关于开展

2022年度操作风险和内部控制一体化评估工作的通知》，明确了 RCSA评估范围、步骤、时间、职责

分工等要求，并加强与内部控制管理的协同。 

三是通过组织开展常规年度风险排查及临时全面风险排查工作，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堵住风险

漏洞。公司形成了风险排查的长效工作机制，逐项整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防范各类经营风险。 

四是通过各项风险管理工具的建立及优化，持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及流程。包括但不限于：持

续推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完善损失事件收集实务指南、开展重大事项梳理整改项目、制定分

公司风险合规工作指引等，不断丰富风险管理工具、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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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建设。 

（四）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情况 

2022 年三季度，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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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保监发[2021]51 号）的要求，公司开展了 2022 年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SARMRA）工作。 

本次自评估区间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评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检视制度建设情况、调

阅遵循依据材料、访谈业务骨干等，评估流程为评估点的分工及标准制定、各部门开展自评估、风

险管理部复核并提出完善建议、风险管理部总结并形成复评结论、经营管理层听取自评估工作汇报。 

经自评，2022 年 SARMRA 自评估得分为 89.79 分。公司自业务重启以来大力建立健全风险管

理机制，在组织体系、制度建设、技术工具、信息系统、文化宣导、考核评价等方面全面提升了偿

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目前风险管理体系及机制已初步完善并有效运行，各项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情

况基本符合监管要求。下一步公司将积极整改自评估发现的问题，强化风险管理责任机制，不断提

升风险管理能力。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2022 年第一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类。 

2022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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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三季度，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基于最新的偿二代二期评估标准，按时组织报送风

险综合评级指标。 

公司紧跟监管最新导向及要求，持续优化风险综合评级指标结果，密切关注指标变化趋

势，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关措施，确保公司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级的基础上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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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关键风险指标、风险综合评级、损失事件、风险热图等方式持续监测识别操作

风险情况，2022 年公司各项操作风险管理情况良好，未触发特殊情形下需开展操作风险自评

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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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三季度，公司按年度风险管理工作计划推动操作风险自评估工作，一是对 2021 年

RCSA 自评估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并将整改情况向公司风险管理和消保事务委员会

汇报；二是根据银保监会相关要求，公司着手启动了 2022 年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RCSA）

工作，通过 RCSA 及时发现各操作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客观评估风险暴露及控制有效

性情况，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各领域不发生重大风险。  

本季度公司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操作风险整体可控。  

2．战略风险  

2022 年三季度，公司根据年度业务计划，以月度为周期进行经营分析，确保经营工作稳

健推进。同时，公司开展半年度工作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内容，根据经营情况适时调整业

务发展节奏，并针对重点工作任务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改善措施，以加速战略落地。截至三季

度末，公司累计实现新单规模保费收入 291,569.77 万元，经营指标符合发展预期。在规划实

施过程中，公司根据监管规定及自身管理要求，定期监测战略风险指标，同时修订《小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规划管理规定》，完善细化部门工作职责，确保战略规划有效实施。 

3．声誉风险 

2022 年三季度公司无重大负面舆情产生，声誉风险可控。公司持续加强声誉风险的日常

监测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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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重大事项进行声誉风险事前评估并制定声誉风险防控预案，采取多种措施降低

可能发生的负面舆情影响，防范重大声誉风险事件发生。公司不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相关制

度，定期组织总部各部门及分公司开展声誉风险培训工作。三季度公司积极参与“7.8 全国保

险公众宣传日”、“金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有效的宣传了保险业“守信用、担风险、重服

务、合规范”的核心价值理念，展现了小康人寿践行“小康所在、心之所安”社会责任的初

心与使命，提升了保险行业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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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95.55 万元，主

要为对现有货币资金及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进行资产配置导致的现金流出；在基本情景下公

司整体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 LCR1 为 103.30%，在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未来 3 个月流

动性覆盖率 LCR2 为 1945.20%，在自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 LCR2

为 3234.22%，流动性水平充足；2022 年三季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 869.53%，

未发生不利偏差。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期末账面价值为 68,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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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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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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丰盈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经代渠道 33.10 -5.72% 53.24 0.87% 

2 小康美好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银保渠道 

经代渠道 

13.00 0.46% 45.26 0.81% 

3 小康康满溢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0.63 0.19% 2.8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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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美好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银保渠道 

经代渠道 

13.00 0.46% 45.26 0.81% 

2 小康康满溢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0.63 0.19% 2.83 0.93% 

注：其余产品综合退保率均小于或等于 0，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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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重大关联交易                         （有□  无■）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八）报告期内重大诉讼事项                             

1．本季度内是否存在已决诉讼                                      （是□  否■） 

本季度公司不存在已决诉讼。 

2．偿付能力报告日是否存在未决诉讼                                （是□  否■） 

偿付能力报告日公司不存在未决诉讼。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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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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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99%，较上季度末下降 524.10个百分点，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1）与上季度相比，实际资本下降了 18,512.09 万元，降幅为 7.69%,同时最低资本上升了

10,793.00万元，涨幅为 57.00%，导致偿付能力有所下降。 

（2）本季度实际资本 222,371.29万元，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22,371.29万元。与上季度相比，

实际资本下降 18,512.09万元，主要是业务开展导致的保单未来盈余下降，以及投资资产浮亏造成

的净资产下降。 

（3）本季度最低资本为 29,729.06 万元，上升了 10,793.00 万元，主要是新业务销售带来的

利率风险增加，以及投资资产配置带来的权益价格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 

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实际资本会有所消耗，最低资本将有所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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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产配置计划。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变化   

依据流动性测试结果，公司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为 7,945.57 万元，较上季度末累计净现金流显

著增长；在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 LCR1 为 103.30%，在必测压力情景下公

司整体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 LCR2 为 1945.20%，在自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未来 3 个月流动性

覆盖率 LCR2 为 3234.22%，流动性水平充足；2022 年三季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

869.53%，未发生不利偏差。 

（三）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的变化 

2022 年第 1 季度和 2022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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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是否收到外部机构对验资、资产评估等事项出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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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30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核心一级资本 2,223,712,907.36 2,408,833,777.40 

1.1 净资产   2,387,094,256.66 2,468,224,686.48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163,381,349.30 -59,390,909.08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50,766,071.62 -42,521,9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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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增值（扣除减值、折旧及所得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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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15,277.68 -16,868,9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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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附属二级资本 - - 

5 实际资本合计 2,223,712,907.36 2,408,833,7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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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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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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86,063.73 - 2,007,986,063.73 1,207,558,385.43 - 1,207,558,385.43 

2 投资资产 3,166,371,810.68 - 3,166,371,810.68 1,839,076,302.66 - 1,839,076,302.66 

3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 

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 - -   - 

4 再保险资产 3.38 - 3.38 7.61 - 7.61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50,161,231.88 - 50,161,231.88 34,656,888.16 - 34,656,888.16 

6 固定资产 2,878,453.65 - 2,878,453.65 2,209,504.21 - 2,209,504.21 

7 土地使用权   - -  - 

8 独立账户资产   - -  - 

9 其他认可资产 105,578,483.85 50,766,071.62 54,812,412.23 102,124,018.19 42,521,981.54 59,602,036.65 

10 合计 5,332,976,047.17 50,766,071.62 5,282,209,975.55 3,185,625,106.26 42,521,981.54 3,143,103,1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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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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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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798,902.03 308,738,139.50 

2 金融负债 1,395,151,783.97 277,105,224.84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223,546,382.19 148,425,9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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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8,497,068.19 734,269,3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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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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30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84,597,507.75 181,275,642.22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2,550,857.93 14,943,026.48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9,482,048.07 6,811,703.83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17,480,975.08 10,836,182.00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3,902,363.18 3,072,245.77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8,314,528.40 5,777,105.12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19,160.55 61,411.01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119,160.55 61,411.01 

1.2.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1.2.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 -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52,064,885.06 167,518,709.35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157,531,137.24 66,836,671.47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88,421,898.88 163,249,7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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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29,087.00 -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 - 

1.3.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52,517,238.06 62,567,699.22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62,312,138.77 24,975,395.96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48,120,661.46 9,596,437.61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29,345,303.90 20,783,524.50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5,153,826.59 5,404,566.15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49,360,671.03 24,591,697.41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3,088,863.53 1,631,203.17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3,088,863.53 1,631,203.17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4,352,749.85 5,351,374.43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2,693,048.85 8,084,893.64 

3 附加资本 - - 

4 最低资本 297,290,556.60 189,360,53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