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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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 9月 3 0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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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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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30日止九
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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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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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135,926.3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836,533,338.07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1,921,610,000.00
應收利息 1,899,883,967.49
應收分保賬款 25,217,916,450.56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569,573,499.02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7,180,183,844.18
應收分保壽險責任準備金 6,283,457,071.52
應收分保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2,584,650,296.07
應收款項類投資 20,976,930,107.54
再保險人應佔保戶質押貸款份額 620,249,769.67
定期存款 14,70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5,386,511,614.59
持有至到期投資 16,734,146,859.55
長期股權投資 16,032,852,402.92
存出資本保證金 4,600,000,000.00
投資性房地產 2,573,030,064.89
固定資產 10,072,674.04
使用權資產 81,161,161.64
無形資產 25,972,705.75
其他資產 43,603,861,387.98

資產總計 226,415,733,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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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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9,590,000.00
應付分保賬款 23,266,222,033.81
應付職工薪酬 111,356,023.25
應交稅費 13,694,979.12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 21,763,704,265.37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6,300,895,274.88
未決賠款準備金 26,634,841,227.99
壽險責任準備金 101,350,899,125.22
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5,141,379,490.70
應付債券 4,999,046,066.40
租賃負債 79,740,756.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3,670,109,094.83
其他負債 51,213,567.55
負債合計 207,812,691,9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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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5,284.25
其他綜合收益 -840,686,194.38
盈餘公積 1,813,920,151.83
一般風險準備 1,813,920,151.83
未分配利潤 7,619,381,842.57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18,603,041,236.10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226,415,733,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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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表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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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82,856,671.90

已賺保費 40,625,702,986.34
保險業務收入 49,573,963,376.39
其中：分保費收入 49,573,963,376.39

減：分出保費 10,289,546,371.75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341,285,981.70

投資收益 4,026,764,474.57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71,918,560.59
匯兌損益 -515,616,708.43
其他業務收入 2,217,512,412.30
資產處置收益 –
其他收益 412,067.71

二、營業支出 45,999,219,858.03

退保金 12,602,808,334.41
賠付支出 25,142,860,018.47
減：攤回賠付支出 2,160,809,788.16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10,751,884,413.13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6,745,207,872.78
提取保費準備金 –
分保費用 6,103,017,524.24
稅金及附加 20,596,441.59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45,564.65
業務及管理費 175,048,762.19
減：攤回分保費用 1,257,291,847.12
其他業務成本 1,343,196,588.97
資產減值損失 23,071,7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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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元）
本年累計數
（未經審計）

三、營業利潤 283,636,813.87

加：營業外收入 3,006,970.04
減：營業外支出 1,481,991.28

四、利潤總額 285,161,792.63

減：所得稅費用 -110,567,556.83

五、淨利潤 395,729,349.46

六、其他綜合收益 -2,034,449,890.49

七、綜合收益總額 -1,638,720,5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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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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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型保險合同淨增加額 971,495,201.23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85,375,611.89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156,870,813.12

支付的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1,189,516,984.40
投資型保險合同淨減少額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72,567,988.05
支付的各項稅費 509,699,311.09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78,878,183.22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150,662,466.76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93,791,653.64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30,468,922,866.67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3,670,154,883.06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055,080,963.69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6,194,158,713.42

投資支付的現金 28,336,965,289.47
構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5,772,529.29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523,685,502.9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9,866,423,321.68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327,735,3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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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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19,454,337.95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1,066,455,154.4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支付的淨額 3,233,833,399.77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319,742,892.12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319,742,892.12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7,605,475.09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041,806,321.07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108,630,799.88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150,437,120.95

上述中再壽險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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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裁、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2年10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和春雷先生及莊乾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溫寧先生、汪小亞女士、劉曉鵬先生
及李丙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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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