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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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批准，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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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位董事对季度报告的投票情况  

董事姓名 赞同 否决 弃权 

袁宏林 √   

霍康 √   

蒋理 √   

李朝春 √   

赵琳 √   

陈毅敏 √   

陈经伟 √   

徐珊 √   

合计 8 0 0 

填表说明：按董事审议意见在相应空格中打“√”。 

 

2．是否有董事无法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规性或

对此存在异议？（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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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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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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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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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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公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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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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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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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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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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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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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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人员 职位 变动原因 备注 

刘崇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辞任 

因个人原因于 2022年 11月 30日离

职。 

 

3．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1）各个薪酬区间内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数量： 

薪酬区间 董事人数 监事人数 高管人数 

10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1000 万元    

100 万元-500 万元 1 1 3 

50 万元-100 万   2 

50 万元以下 3（4 人无薪酬） 1（1 人无薪酬）  

合计 8 3 5 

（2）报告期的最高年度薪酬为：200 万元。 

（3）是否有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支付薪酬的情况？                    （是□  否■） 

公司没有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支付薪酬的情况。 

（4）是否有与盈利挂钩的奖励计划支付？                           （是□  否■） 

公司没有与盈利挂钩的奖励计划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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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9,376,126.57   5,282,209,975.55  7,649,192,078.30 

认可负债（元）  4,852,255,533.80   3,058,497,068.19  5,751,264,922.25 

实际资本（元）  1,947,120,592.77   2,223,712,907.36  1,897,927,156.05 

核心一级资本（元） 1,947,120,592.77 2,223,712,907.36 1,897,927,1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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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617,932.93 284,597,507.75 452,691,267.13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21,301,759.81 12,693,048.85 20,190,030.51 

附加资本（元） - - - 

最低资本（元） 498,919,692.74 297,290,556.60 472,881,297.64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1,448,200,900.03 1,926,422,350.76 1,425,045,858.4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1,448,200,900.03 1,926,422,350.76 1,425,045,858.4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90.27 747.99 401.3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90.27 747.99 4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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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7 103.30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1-12个月（%） 105.04 104.62 

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3个月（%） 1691.06 1945.20 

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12个月（%） 469.80 592.83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 LCR3-3个月（%） 563.57 474.87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 LCR3-12个月（%） 214.10 261.62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367.38 869.53 

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元) 

 

383,599,722.37 79,455,665.17 

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元) 

 

-1,602,747,3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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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1,085,741.27 2,726,156,411.75 

综合退保率（%） 0.09 0.04 

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元） 2,240,599,831.34 758,456,964.26 

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元） 1,407,194,939.86 1,392,501,808.32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18029.92 2720176.70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14.75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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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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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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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068,666.15 3,111,350,100.55 

净利润（元） -16,314,436.92 -42,964,315.63 

总资产（元） 6,871,181,201.48 6,871,181,201.48 

净资产（元） 2,247,206,801.52 2,247,206,801.52 

保险合同负债（元） 2,871,998,338.69 2,871,998,33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不适用> <不适用> 

净资产收益率（%） -0.70 -1.79 

总资产收益率（%） -0.27 -0.90 

投资收益率（%）1 7.28 4.94 

综合投资收益率（%）1 0.9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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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782.30 万元 

本季度末总资产：687,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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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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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组织开展 2022 年 RCSA 自评估工作，加强操作风险管理能力建设。通过 RCSA 充分识别

和发现业务流程和管理活动中的潜在风险，促进制度和流程的优化。 

二是检视修订风险管理制度，持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及流程。 

三是推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丰富风险管理工具。目前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已实现常规风险

管理工作的线上化，提高风险管理工作效率。 

四是通过风险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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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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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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二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类。 

2022 年第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B 类。 

（二）公司已经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2022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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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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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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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层汇报；二是根据

银保监会相关要求，公司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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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风险

管理部向公司经营管理层汇报此次评估结果并将持续追踪整改情况，确保整改落到实处，提

供公司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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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季度，公司围绕重点任务和阶段目标，持续开展执行追踪，并不断强化月度经

营分析，确保经营工作稳步推进。同时，公司加强年度绩效考核追踪，实时关注预警指标，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确保年度考核目标的顺利达成。截至 2022 年末，公司累计实现新单

规模保费收入 458,021.32 万元，超额完成各项经营目标。在推进战略规划落地的同时，通过

加强市场研判，关注监管政策及行业动态，正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结合三年发展规划编制

2023 年预算，并明确各部门 2023 年重点工作计划。2022 年全年，公司在偿付能力、资本管

理、投资管理、基础管理和保障措施建设等方面均按计划有序推进，无重大战略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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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誉风险 

2022 年四季度，公司无重大负面舆情产生，声誉风险可控。公司继续强化声誉风险的日

常监测及分析管理，从报道数量、来源占比、关键词等角度监控公司季度声誉风险情况。公

司对影响经营与业务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声誉风险事前评估并制定防控预案，采取多种措施

降低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防范重大声誉事件发生。公司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定期

组织总、分公司开展声誉风险培训工作。2022 年四季度，公司荣获“绿水金山奖-企业社会责

任先锋奖”，以内在价值驱动长期发展，以极致服务保障消费者权益，以“耀星管培生计划”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经营决策得到了充分肯定，有力提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公

司在 ESG 方面的持续发力，既是受“保险+金融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刻影响，也见

证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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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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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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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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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13%，流动性水平充足；2022 年四季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 367.38%，

未发生不利偏差。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公司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期末账面价值为

101,3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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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悦悦享两全保险 

（万能型） 

万能

寿险 
银保渠道 117.21  0.08%  117.21  0.08% 

2 小康美好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银保渠道 

互联网渠道 

经代渠道 

 108.52  1.88%  153.79  1.61% 

3 小康丰盈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经代渠道  47.99  -18.65%  101.2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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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康卫士重大疾病保

险 

传统

寿险 

互联网渠道 

经代渠道 
1.42 5.18% 2.80 0.74% 

2 小康满溢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经代渠道 0.53 3.00% 0.53 0.27% 

3 小康美好人生终身寿险 
传统

寿险 

银保渠道 

互联网渠道 

经代渠道 

108.52 1.88% 153.7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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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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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27%，较上季度末下降 35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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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9.23 万元，降幅为 12.44%,同时最低资本上升了

20,162.91万元，涨幅为 67.82%，导致偿付能力有所下降。 

（2）本季度实际资本 194,712.06万元，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94,712.06万元。与上季度相比，

实际资本下降 27,659.2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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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91.97 万元，上升了 20,1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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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59.9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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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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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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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13%，流动性水平充足；2022 年四季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

溯不利偏差率为 367.38%，未发生不利偏差。 

（三）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的变化 

2022 年第二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类，2022 年第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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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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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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31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核心一级资本 1,947,120,592.77 2,223,712,907.36 

1.1 净资产   2,247,206,801.52 2,387,094,256.66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300,086,208.75 -163,381,349.30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71,805,072.87 -50,766,0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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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81,135.88 -112,615,2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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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120,592.77 2,223,712,9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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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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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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028,498.11 - 1,943,028,498.11 2,007,986,063.73 - 2,007,986,063.73 

2 投资资产 4,684,444,902.00 - 4,684,444,902.00 3,166,371,810.68 - 3,166,371,810.68 

3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 

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 - -   - 

4 再保险资产 3.80 2.04 1.76 3.38 - 3.38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118,153,957.36 - 118,153,957.36 50,161,231.88 - 50,161,231.88 

6 固定资产 4,655,560.93 - 4,655,560.93 2,878,453.65 - 2,878,453.65 

7 土地使用权   - -  - 

8 独立账户资产   - -  - 

9 其他认可资产 120,898,279.28 71,805,072.87 49,093,206.41 105,578,483.85 50,766,071.62 54,812,412.23 

10 合计 6,871,181,201.48 71,805,074.91 6,799,376,126.57 5,332,976,047.17 50,766,071.62 5,282,209,9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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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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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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279,474.57 1,439,798,902.03 

2 金融负债 1,473,760,067.27 1,395,151,783.97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278,215,991.96 223,546,3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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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2,255,533.80 3,058,497,0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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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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31                单位：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77,617,932.93 284,597,507.75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5,479,362.08 22,550,857.93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10,950,584.01 9,482,048.07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19,693,093.73 17,480,975.08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4,316,842.25 3,902,363.18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9,481,157.91 8,314,528.40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54,775.82 119,160.55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54,775.82 119,1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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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42,275.05 252,064,885.06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259,228,228.77 157,531,137.24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396,846,798.84 188,421,8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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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5,3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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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98,133.04 152,517,238.06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72,535,496.65 62,312,138.77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51,617,682.17 48,120,661.46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39,664,935.85 29,345,303.90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8,747,121.37 15,153,826.59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9,463,735.77 49,360,671.03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7,730,240.90 3,088,863.53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7,730,240.90 3,088,863.53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12,691,324.90 4,352,749.85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1,301,759.81 12,693,048.85 

3 附加资本 - - 

4 最低资本 498,919,692.74 297,290,55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