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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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PACIFIC INSURANCE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601）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

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於 2022 年 4 月 28 日審議通過了本公司《2022 年第

一季度報告》。應出席會議的董事 15 人，親自出席會議的董事 15 人。 

1.3 本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所載財務資料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且未經審計。 

1.4 本公司負責人孔慶偉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總精算師張遠瀚先生及會計機構負

責人徐蓁女士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準確、完整。 

 

本公告由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XIVA 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第 13.10B 條而作出。 

本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所載財務資料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且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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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財務數據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2022 年 1-3 月 較 2021 年 1-3 月增/(減)(%) 

營業收入 146,554 (3.1) 
淨利潤註 5,437 (36.4)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註 5,396 (36.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2,389 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註 0.57 (36.4) 
稀釋每股收益(元)註 0.57 (36.4)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註 2.4 (1.5pt)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年

末增/(減)(%) 
總資產 2,025,715 1,946,164 4.1 
股東權益註 221,507 226,741 (2.3) 

註：以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數據填列。 

 

2.2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2022 年 1-3 月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52 
受託經營取得的託管費收入 15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支淨額 (9) 
非經常性損益的所得稅影響數額 (16) 
少數股東應承擔的部分 (1) 

合計 41 

註：本公司作為綜合性保險集團，投資業務是本公司的主要經營業務之一，非經常性損益不包括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等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以及處置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和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等取得的投資收益。 

 

2.3 主要會計數據、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原因 

項目名稱 變動比例(%) 主要原因 
淨利潤註 (36.4) 投資收益減少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註 (36.4) 投資收益減少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5.3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註 (36.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減少 
稀釋每股收益(元)註 (36.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減少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註 (38.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減少 

註：以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數據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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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東信息 

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無有限售條件的股份。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175,250 家（其中 A 股股東 171,077 家，H 股股東 4,173 家） 

報告期末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 

比例 
持股總數 

報告期內

增減

（+,-） 

持有有

限售條

件股份

數量 

質押、

標記或

凍結的

股份數

量 

股份

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82% 2,772,582,429 -97,600 - - H 股 

申能（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3.79% 1,326,776,782  - - - A 股 

華寶投資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3.35% 1,284,277,846  - - - A 股 

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6.07% 584,112,339  - - - A 股 

上海海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4.87% 468,828,104  - - - A 股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82% 271,089,843  - - - A 股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其他 1.98% 190,227,978  -7,500,563 - - A 股 

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66% 160,000,000  - - - A 股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 1.56% 149,838,515  -202,390 - - A 股 

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20% 115,181,140  - - - A 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

係的說明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兩者之間存在關聯關係；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是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兩者為一致行動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獲知上述股東存在其

他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前 10 名股東及前 10 名無限售股

東參與融資融券及轉融通業務情

況說明（如有） 

無 

注： 

1、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未發行優先股。 

2、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 股）和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H 股）

的登記股東名冊排列，A 股股東性質為股東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的賬戶性質。 

3、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為代客戶持有。因聯交所並不要求客戶向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申報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質押及凍結情況，因此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無法統計或提供質押或凍結的股份

數量。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的規定，當其持有股份的性質發生變化（包括股份被質押），大股東要向聯交

所及公司發出通知。截至報告期末，公司未知悉大股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發出的上述通知。 

4、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為滬港通股票的名義持有人。 

5、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為本公司 GDR 存託人，GDR 對應的基礎證券 A 股股票依法登記在其名下。根據存託人

統計，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 GDR 存續數量為 29,967,703 份，占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的 GDR 實際發行數量的

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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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季度經營分析 

報告期內，本公司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1,496.54 億元，同比增長 7.3%。其中：太保壽

險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994.50 億元，同比增長 4.2%；太保產險註 1 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498.64

億元，同比增長 14.0%。集團實現淨利潤
註 2 54.37 億元，同比下降 36.4%。 

註： 

1、本報告有關太保產險數據為太保產險及其控股子公司太平洋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併數據。 

2、以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數據填列。 

 

太保壽險 

太保壽險始終遵循行業發展規律，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一季度實現保險業務收

入 994.50 億元，同比增長 4.2%。今年以來，全國疫情多點爆發，經濟增長整體承壓，行

業發展面臨較大挑戰。公司堅持以客戶需求為導向，推動業務發展節奏更加均衡，同時進

一步夯實代理人隊伍。代理人渠道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793.20 億元，同比下降 10.0%。 

公司持續深化轉型，年初全面啟動實施“長航行動”一期工程，打造“三化五最”的職業

營銷，聚焦核心人力，推動隊伍成長，提升隊伍產能，開局良好。在具體舉措方面，公司

推出“芯”基本法，牽引隊伍行為改變，優化招募系統與工具，打造需求導向的銷售支持系

統，升級代理人支持平臺“科技個險”，完善訓練體系，加快職場升級。一季度，公司業務

及隊伍發展逐月向好，代理人月人均首年保險業務收入同比增長 19.9%；核心人力環比提

升，核心人力的人均產能同比、環比均提升，“芯”基本法牽引效果逐步顯現。新人留存持

續優化，業務品質顯著改善，13 個月保單繼續率 89.0%，同比提升 5.3 個百分點。 

公司構建多元化渠道格局，銀保業務聚焦戰略渠道，聚焦價值，加快“芯”業務模式打

造，一季度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116.66 億元，同比增長 892.9%。團險業務加強職團項目開

拓，推進新模式塑型，一季度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84.43 億元，同比增長 39.1%。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保險業務收入 99,450 95,438 4.2 

代理人渠道 79,320 88,170 (10.0) 

新保業務 9,219 16,481 (44.1) 

其中：期繳 8,099 14,580 (44.5) 

續期業務 70,101 71,690 (2.2) 

銀保渠道 11,666 1,175 892.9 

新保業務 11,030 913 1,108.1 

續期業務 636 262 142.7 

團險渠道 8,443 6,071 39.1 

新保業務 8,153 5,858 39.2 

續期業務 290 213 36.2 

其他渠道註 21 22 (4.5) 

註：其他渠道為公司在線直銷業務及公司再保分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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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產險 

一季度，面對新一輪疫情帶來的挑戰，太保產險始終堅定高質量發展方向，在做好防

疫的同時確保各項運營順暢，圍繞支持鄉村振興、護航實體經濟、助力綠色發展，進一步

加強服務供給、不斷強化品質管控，推動公司可持續發展。 

報告期內，太保產險實現保險業務收入 498.64 億元，同比增長 14.0%，其中車險業務

收入 244.38 億元，同比增長 11.8%；非車險業務收入 254.26 億元，同比增長 16.2%。綜合

成本率 99.1%，同比下降 0.2 個百分點，其中綜合賠付率 70.4%，同比上升 1.8 個百分點；

綜合費用率 28.7%，同比下降 2.0 個百分點。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保險業務收入 49,864 43,747 14.0 

機動車輛險 24,438 21,867 11.8 

非機動車輛險 25,426 21,880 16.2 

 

資產管理業務 

今年以來，A 股市場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市場利率維持低位震盪。本公司堅持基於

負債特性保持大類資產配置基本穩定，堅持在戰略資產配置的引領下積極配置長期固收

資產，延展資產久期，同時靈活進行戰術資產配置，積極把握市場機會，投資收益保持基

本穩健。 

截至報告期末，集團投資資產 18,672.62 億元，較上年末增長 3.0%。2022 年一季度，

本公司投資資產年化淨投資收益率為 3.7%，同比下降 0.2 個百分點；年化總投資收益率為

3.7%，同比下降 0.9 個百分點。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淨投資收益率(年化)(%)註 3.7 3.9 (0.2pt) 

總投資收益率(年化)(%)註 3.7 4.6 (0.9pt) 

註：淨投資收益率考慮了賣出回購利息支出的影響。淨/總投資收益率計算中，作為分母的平均投資資產參考 Modified 

Dietz 方法的原則計算。 

 

§5 其他提醒事項 

5.1 需提醒投資者關注的關於公司報告期經營情況的其他重要信息 

□適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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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償付能力 

本公司主要控股保險子公司季度償付能力信息詳見本公司在上交所網 站

（ www.sse.com.cn ） 、 聯 交 所 網 站 （ www.hkexnews.hk ） 、 倫 交 所 網 站

（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及本公司網站（www.cpic.com.cn）披露的相關償付能

力報告摘要節錄。 

 

釋義 

本報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下述含義： 

本公司﹑公司﹑集團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壽險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太保產險 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交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倫交所 倫敦證券交易所 

《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大股東 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含義，指擁有公司股本權益的人，而其擁有權益的面值不少於

公司有關股本面值的 5% 
GDR 全球存託憑證 
元 人民幣元 
pt 百分點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孔慶偉                               

董事長                                

 

香港，2022 年 4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孔慶偉先生和傅帆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迪南先生、王他竽先

生、吳俊豪先生、陳然先生、周東輝先生、梁紅女士、路巧玲女士和 John Robert DACEY 先生；和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曉丹女士、陳繼忠先生、林婷懿女士、胡家驃先生和姜旭平先生。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cp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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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錄  

6.1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22 年 3 月 31 日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貨幣資金  33,692 32,54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資產 
12,687 12,353 

衍生金融資產 301 259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9,029 13,432 
應收保費 48,559 25,803 
應收分保賬款 10,102 11,091 
應收利息 19,439 20,427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8,669 7,914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9,579 9,164 
應收分保壽險責任準備金 1,984 1,910 
應收分保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12,193 11,884 
保戶質押貸款 67,507 66,950 
定期存款 206,971 196,51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37,813 645,381 
持有至到期投資 442,710 396,428 
歸入貸款及應收款的投資 411,015 406,276 
長期股權投資 27,202 26,984 
存出資本保證金 6,988 7,428 
投資性房地產 11,347 7,514 
固定資產 17,146 17,504 
在建工程 1,670 1,714 
使用權資產 3,292 3,475 
無形資產 6,080 5,509 
商譽 1,372 1,372 
遞延所得稅資產 3,954 1,998 
其他資產 14,414 14,330 
資產總計 2,025,715 1,94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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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2022 年 3 月 31 日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和股東權益   
衍生金融負債 3 1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87,787 73,441 

預收保費 7,785 25,154 

應付手續費及傭金 4,788 3,695 

應付分保賬款 10,027 7,638 

應付職工薪酬 5,742 7,386 

應交稅費 5,271 4,138 

應付利息 425 517 

應付賠付款 21,481 21,526 

應付保單紅利 22,351 24,176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 114,833 102,843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87,114 71,493 

未決賠款準備金 61,572 58,420 

壽險責任準備金 1,183,041 1,129,622 

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136,668 125,798 

保費準備金 341 207 

長期借款 122 - 

應付債券 9,996 9,995 

租賃負債 2,954 3,105 

遞延所得稅負債 895 3,601 

其他負債 35,401 41,003 

負債合計 1,798,597 1,713,759 

股本 9,620 9,620 

資本公積 79,662 79,662 

其他綜合損益 8,984 19,655 

盈餘公積 5,114 5,114 

一般風險準備 19,543 19,521 

未分配利潤 98,584 93,169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221,507 226,741 

少數股東權益 5,611 5,664 

股東權益合計 227,118 232,405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2,025,715 1,946,164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慶偉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張遠瀚            會計機構負責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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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合併利潤表 

2022 年 1-3 月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營業收入 146,554 151,263 
    已賺保費 127,651 122,614 

保險業務收入 149,654 139,443 
其中：分保費收入 612 489 

減：分出保費 (7,130) (7,301)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4,873) (9,528) 

    其他收益 51 32 
    投資收益 18,263 27,382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128 53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368) (26) 
    匯兌(損失)/收益 (61) 130 
    其他業務收入 1,018 1,131 
二、營業支出 (140,521) (140,477) 
    退保金 (6,397) (5,040) 
    賠付支出 (38,642) (39,058) 
    減：攤回賠付支出 3,528 3,019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74,642) (71,174)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764 1,154 
    提取保費準備金 (135) (115) 
    保單紅利支出 (3,428) (3,562) 
    分保費用 (108) (216) 
    稅金及附加 (271) (266) 
    手續費及傭金支出 (8,218) (11,353) 
    業務及管理費 (11,739) (11,941) 
    減：攤回分保費用 1,799 1,801 
    利息支出 (902) (891) 
    其他業務成本 (1,529) (1,879)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601) (956) 
三、營業利潤 6,033 10,786 
    加：營業外收入 24 63 
    減：營業外支出 (17) (8) 
四、利潤總額 6,040 10,841 
    減：所得稅 (451) (2,053) 
五、淨利潤 5,589 8,788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5,589 8,788 
    終止經營淨利潤 - -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5,437 8,547 
    少數股東損益 152 241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89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57 0.89 
七、其他綜合損益 (10,876) (2,267) 
 以後會計期間在滿足規定條件時將重分類進損益的

其他綜合損益 (10,876) (2,267)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0) 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變動 (14,482) (3,009) 
      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變動相關的所得稅 3,616 738 
八、綜合收益總額 (5,287) 6,52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5,234) 6,329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53) 192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慶偉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張遠瀚            會計機構負責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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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22 年 1-3 月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112,507 101,827 
收到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1,844 -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9,905 8,688 
收到的稅收返還 10 11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129 1,64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26,395 112,167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38,199) (39,082) 
支付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 (128) 
支付手續費及傭金的現金 (7,467) (10,523)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3,870) (4,114)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7,888) (8,277) 
支付的各項稅費 (1,998) (2,305)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4,584) (11,68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4,006) (76,11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2,389 36,055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88,701 90,896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19,571 16,834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1 3,636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收到的現金淨額 2 5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08,275 111,371 
投資支付的現金 (168,929) (118,312) 
保戶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566) (875)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225) (1,93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支付的現金 (5,578) (395)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65) (28)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75,363) (121,546)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67,088) (10,175)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增加額 15,156 - 
收到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19 74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5,475 74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2,387) (2,50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775) (894)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減少額 - (18,599)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847) (68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009) (22,673) 
籌資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1,466 (22,599)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41) 17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額 (3,274) 3,298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5,628 34,767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2,354 38,065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慶偉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張遠瀚           會計機構負責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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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2022 年 3 月 31 日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貨幣資金 3,379 5,26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

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6 9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350 10 
應收利息 778 631 
定期存款 14,253 14,27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9,606 29,442 
歸入貸款及應收款的投資 16,319 17,086 
長期股權投資 65,685 64,985 
投資性房地產 2,956 2,992 
固定資產 1,297 1,338 
在建工程 3 3 
使用權資產 334 350 
無形資產 209 236 
其他資產 2,685 2,613 
資產總計 137,860 139,234 
負債和股東權益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400 1,120 
應付手續費及傭金 1 1 
應付職工薪酬 197 339 
應交稅費 84 8 
租賃負債 317 36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3 356 
其他負債 574 556 
負債合計 1,736 2,742 
股本 9,620 9,620 
資本公積 79,312 79,312 
其他綜合損益 752 1,354 
盈餘公積 4,810 4,810 
未分配利潤 41,630 41,396 
股東權益合計 136,124 136,492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137,860 139,234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慶偉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張遠瀚          會計機構負責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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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潤表 
2022 年 1-3 月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營業收入 871 1,352 
    其他收益 4 3 
    投資收益 634 995 
    匯兌(損失)/收益 (46) 92 
    其他業務收入 279 262 
二、營業支出 (571) (563) 
    稅金及附加 (22) (22) 
    業務及管理費 (527) (436) 
    利息支出 (8) (10) 
其他業務成本 (39) (33)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25 (62) 

三、營業利潤 300 789 
加：營業外收入 - 52 
減：營業外支出 - (1) 

四、利潤總額 300 840 
    減：所得稅 (66) (199) 
五、淨利潤 234 641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234 641 
         終止經營淨利潤 - - 
六、其他綜合損益 (602) (279) 

 以後會計期間在滿足規定條件時將重分類進損益

的其他綜合損益 
(602) (27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變動 (803) (372) 
         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變動相關的所得稅 201 93 
七、綜合收益總額 (368) 362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慶偉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張遠瀚             會計機構負責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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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2022 年 1-3 月 

 
編制單位：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55 360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55 360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475) (310) 
支付的各項稅費 (27) (23)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02) (246)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04) (579)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449) (219)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3,001 4,358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425 386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 43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426 4,787 
投資支付的現金 (3,055) (6,60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700) (15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支付的現金 

(7) (3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762) (6,795)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36) (2,008)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增加額 - 2,988 
收到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52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 3,04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5) (6)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減少額 (720) -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2) (3)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37) (9) 
籌資活動(使用)/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37) 3,031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0) 1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額 (1,542) 805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271 381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729 1,186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慶偉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張遠瀚  會計機構負責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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