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2019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 公司概况 

（一） 公司名称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 营运资金 

3 亿元人民币 

（三） 公司住所和营业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10 楼 ABEF 单元 

（四）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26 日 

（五）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人寿再保险业务，包括：中国境内的再保险业务；中国境内的转分保业务；国际再保险

业务。 

（六） 负责人 

欧 浩 

（七） 联系方式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10 楼 ABEF 单元  

（邮编：200120） 

总机：+8621 2067 0666 

 

 

二、 财务会计信息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货币资金  61,582,371.26 115,408,034.35 

应收分保账款  490,071,299.01 331,263,456.95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3,616,405.84 8,206,485.92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23,728,887.37 - 

定期存款  495,000,000.00 492,000,000.00 

存出资本保证金  60,000,000.00 60,000,000.00 

固定资产  893,778.65 842,085.77 

无形资产  807,320.61 158,014.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49,295,914.85 47,449,043.66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资产总计  1,214,995,977.59 1,055,327,121.00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分保账款  426,559,749.50 287,730,797.48 

应付职工薪酬  7,086,947.47 6,142,928.0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28,055,583.04 310,078,524.11 

未决赔款准备金  156,911,058.43 124,599,461.85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96,281,336.00 77,808,728.00 

其他负债  24,397,551.65 34,065,215.01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负债合计  1,039,292,226.09 840,425,654.4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 

营运资金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累计亏损  (124,296,248.50) (85,098,533.4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5,703,751.50 214,901,466.53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14,995,977.59 1,055,327,121.00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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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营业收入 

已赚保费  925,784,821.44 928,987,950.73  

 保险业务收入  1,049,413,346.80 1,065,826,193.35  

 其中：分保费收入  1,049,413,346.80 1,065,826,193.35 

 减：分出保费  131,061,386.35 19,359,313.34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7,432,860.99) 117,478,929.28 

投资收益  19,519,193.43 15,865,582.93  

汇兑损益  (86,255.68) (139,429.99) 

其他业务收入  1,476,486.02 1,314,543.3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营业收入合计  946,694,245.21 946,028,647.04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二、营业支出 

赔付支出  1,035,651,455.58 666,808,615.53 

减：摊回赔付支出  203,197,310.47 30,959,378.29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50,784,204.58 142,077,304.10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23,728,887.37 - 

分保费用  89,485,563.34 153,403,772.22 

税金及附加  5,248.41 - 

业务及管理费  36,891,686.17 36,853,877.00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营业支出合计  985,891,960.24 968,184,190.56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三、营业亏损及亏损总额  (39,197,715.03) (22,155,543.52) 

减：所得税费用  - -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四、净亏损  (39,197,715.03) (22,155,543.52)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一)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亏损  (39,197,715.03) (22,155,543.52)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六、综合收益总额  (39,197,715.03) (22,155,543.52)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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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208,799,658.9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76,486.02 1,314,543.3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6,486.02 210,114,202.3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支付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23,566,638.04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811,874.17 23,920,821.88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197,618.99 21,457,326.5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576,131.20 45,378,148.4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099,645.18) 164,736,053.9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2,000,000.00 10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632,991.67 746,448.8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6,632,991.67 100,746,448.8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5,000,000.00 230,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59,009.58 441,251.5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359,009.58 230,441,251.5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73,982.09 (129,694,802.6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53,825,663.09) 35,041,251.27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5,408,034.35 80,366,783.0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四、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1,582,371.26 115,408,034.3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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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本年度  

  营运资金 累计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2019年1月1日余额 300,000,000.00 (85,098,533.47) 214,901,466.5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39,197,715.03) (39,197,715.03) 

(一) 净亏损 - (39,197,715.03) (39,197,715.0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三、2019年12月31日余额 300,000,000.00 (124,296,248.50) 175,703,751.5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上年度  

  营运资金 累计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2018年1月1日余额 300,000,000.00 (62,942,989.95) 237,057,010.0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22,155,543.52) (22,155,543.52) 

(一) 净亏损 - (22,155,543.52) (22,155,543.52)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三、2018年12月31日余额 300,000,000.00 (85,098,533.47) 214,901,466.5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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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报表注释 

 

1. 分公司基本情况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分公司”)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银保监会”)颁布的《再保险公司设立规定》，由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经中国银保监

会银保监许可[2014]777 号批准在上海设立，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注册登记，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正式成立，经营期限为 2014 年 9 月 26 日至不约定期限。 

 

本分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二亿元，均由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缴存。2016 年 4 月

18 日，根据《关于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变更营运资金的批复》(银保监许可

[2016]283号)，中国银保监会同意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向本分公司增加营运资金人民币一

亿元。增资后，本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三亿元。投资人实际出资情况参见附注八、

12。 

 

本 分 公 司 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新 领 取 了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编 号 为

00000002201707240010的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10楼ABEF单元。 

 

本分公司经营范围为人寿再保险业务，主要包括：(一)中国境内的再保险业务；(二)中国

境内的转分保业务；(三)国际再保险业务。 

 

2.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分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持续经营 

 

本分公司对自2019年12月31日起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和情况。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分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4.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下列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厘定。 

 

(1) 会计年度 

 

本分公司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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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为本分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分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币种为人民币。 

(3)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分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分公司无以公

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

相关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所付出的对价

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

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

物的金额计量。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本分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分公司持有

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5) 金融工具 

 

在本分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

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A. 实际利率法 

 

实际利率法是指按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含一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利率计算其

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期存续

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当前账面价值所

使用的利率。 

 

在计算实际利率时，本分公司在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所有合同条款的基础上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不考虑未来的信用损失)，同时还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各方之间支付或

收取的、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的各项收费、交易费用及折价或溢价等。 

 

B. 金融资产的分类、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

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

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本分公司的金融资产主要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本分公司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的金融资产包括各项应收款项(含应收利息、应收分保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存出资本保证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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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在终止确认、发生减值或摊

销时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C. 金融资产减值 

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分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对其他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

备。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融资

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本分公司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到的各项事项： 

 

(1)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2) 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3) 本分公司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4)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者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5) 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导致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6) 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公开的数据对

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

且可计量，包括： 

- 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  

- 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出现了可能导致该组金融资产无法支付的状况； 

(7)  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按照该金融资产的原实际利

率折现确定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减记金额确认为

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

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但金融

资产转回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

摊余成本。 

 

本分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

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D. 金融资产的转移 

 

某项金融资产或某项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予以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

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3)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分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

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若本分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未放弃对

该金融资产的控制的，则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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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有关负债。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是指该金融资产价值变动使企业面临的

风险水平。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因转移而收到的

对价与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及未终

止确认部分之间按其相对的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应分摊至终止

确认部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与分摊的前述账面金额之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E. 金融负债的分类、确认和计量 

 

本分公司根据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合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该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分类为金融负债或

权益工具。本分公司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均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终止确认或摊销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F. 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分公司

(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

债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

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

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G.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分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可执行该种法定权利，

同时本分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

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6) 存出资本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七条“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

十提取保证金，存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银行，除公司清算时用于偿还债务外，

不得动用”。本分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提取足额的保证金，并存入符合中国银保

监会规定的银行，除本分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做其他用途。 

 

(7)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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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是指为提供劳务以及经营管理而持有，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分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予

以确认。固定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可

靠地计量，则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除此以外的其他后

续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各类

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脑设备 3年 0% 33.33% 

办公设备及其他 5年 0% 20.00%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本分

公司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当固定资产处置时或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固定资产。固

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 

 

本分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发

生改变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8) 无形资产 

 

本分公司无形资产包括计算机软件等。 

 

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在其

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年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9)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在预计受益期间分期平均摊销。 

 

(10)   非金融资产减值 

 

本分公司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检查固定资产及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

生减值的迹象。如果该等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以单项资产为基础，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

则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为资产或者资产组

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 



 

 

- 11 - 

 

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资产或资产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11)   保险合同 

 

再保险合同 

 

本分公司与再保险分出人签订的再保险合同，如合同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确认为再保险

合同。 

 

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本分公司认为目前所有签订的再保险合同均为年度续保合同，并具有明显的重大保险风险

转移特征，对于显而易见满足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再保险合同，本分公司不计算再保险保

单保险风险比例，直接将再保险保单判定为再保险合同。2019年度本分公司再保险合同均

显而易见满足转移重大保险风险条件。 

 

保险合同收入和成本 

 

对于分保费收入，本分公司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金额。 

 

本分公司在确认分保费收入的当期，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用，计

入当期损益。对纯益手续费而言，本分公司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能够计算确定

应向再保险分出人支付的纯益手续费时，将该项纯益手续费作为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本分公司在收到分保业务账单时，按照账单标明的金额对相关分保费收入、分保费用进行

调整，调整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保险合同成本指再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经发生的分保费用支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

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分公司在确认分保费收入的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出保费和应

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在提取原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本分公司

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相应准备金，确认为相应

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在确定支付赔付款项金额或实际发生理赔费用而冲减原保险合同

相应准备金余额的当期，本分公司冲减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同时，本分公司按照

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赔付成本，计入当期损益。在

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当期，本分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出保费、

摊回分保费用的调整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转销相关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 

 

(12)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分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如实反映保险合同负债。本分公司的保

险合同准备金由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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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方法 

 

本分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并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

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分公司在再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

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边际因素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其中风险边际是本分公司因承担再保险合同未来现金

流量数量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的、其金额基于相关的精算假设确定的补偿；剩余边

际系因不确定首日利得而确认的、其初始金额等于总边际减去风险边际后的余额与零之间

的较大者。 

 

寿险再保险合同 

 

风险边际为未来现金流在金额和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除合理估计负债外还需要风险边际

作为负债的一部分，本分公司的风险边际按照下列方法确认： 

 

• 对按风险保费分保的年度或月度续保的寿险保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参照

行业比例，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3.0%确定； 

• 长期健康险业务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采取情景对比方法评估，即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的风险边际=不利情景下的负债 − 最优估计情景下的负债； 

• 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参照行业比例，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2.5%确定。 

 

对于风险边际，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当前可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计量，并将评

估的差异计入当期损益。 

 

在保单签发日，如果未赚保费准备金大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与风险边际之和，则存在首日

利得，应确认剩余边际： 

 

• 如果未赚保费准备金小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与风险边际之和，则存在首日损失，剩余

边际为0； 

• 如果未赚保费准备金大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与风险边际之和，则存在首日利得，剩余

边际= 未赚保费准备金 − 最优估计下的负债 − 风险边际。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分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对寿险业务以确定保险事故发生率假

设以及费用假设，并确定应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对于年度或月度续保业务，本分公

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为未赚保费准备金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加上3%的风险边际

之和中的较大者。  

 

未赚保费准备金主要依据本年度已获取的再保险对账单计算得到本年度再保险业务的分保

费收入以及分出保费的分布，并假设剩余再保险业务的分保费收入以及分出保费均匀分布

在自本年开展再保险业务起的每个月份内，最后使用八分之一法分季度计算得出未赚保费

准备金。最优估计下的负债等于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现值，考虑的现金流包括预期佣金、

预期赔付、预期维持费用和预期再保保费收入。 

 

未决赔款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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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赔款准备金系指对资产负债表日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保险合同索赔案所提取的

准备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分公司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均为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分公司为再保险业务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分公

司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本分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以最终赔付的合

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采用链梯法、B-F法，分别计算并取其大者，计

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尚未有足够经验的相关业务，本分公司在参考行业经验

后，按最优估计理赔额的25%，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分公司作为再保人为承担尚未终止的长期健康保险责任而提

取的准备金。对于长期健康险业务，本分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为最优估计下

的负债加上风险边际。最优估计下的负债等于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现值，考虑的现金流

包括预期赔付、预期维持费用和预期再保保费收入。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分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准备金进行以总体业务为基础的充足性测试。本分公司按

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经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

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13)   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是本分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且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

流出以及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则确认为预计负债。  

 

在资产负债表日，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按照履

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对预计负债进行计量。如果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

则以预计未来现金流出折现后的金额确定最佳估计数。 

 

如果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在基本确定能够收

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且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14)   职工薪酬 

 

本分公司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

期损益。本分公司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在实际发生时根据实际发生额计入当期损益。职工

福利费为非货币性福利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本分公司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以及本分公司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在职工为本分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

期间，根据规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并确认相应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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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 

 

(15)   收入确认 

 

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本分公司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

流入额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保险业务收入 

 

本分公司的保险业务收入核算再保险合同所产生的分保费收入，相关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

(11)。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包含原到期期限在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和存出资本保证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按权责发生制予以确认，并按照资金使用人使用本分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

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16)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本分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

政府补助所附条件且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

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

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

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

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  

 

与本分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本分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17)   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以按照税法规定计

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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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资产、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

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

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一般情况下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本分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

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相

关资产或清偿相关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除与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所有者权益的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或所有者权益，以及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商誉的账面价值外，

其余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

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所得税的抵销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时，本

分公司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

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不同的纳

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

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债时，本分公司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18)   外币业务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于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该日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因该日的即期汇

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以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记账本位币金额计

量。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后

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

入当期损益或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19)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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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租赁。融资租赁以外的其

他租赁为经营租赁。 

 

本分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初始

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5. 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所作的重要判断和会计估计所采用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因素 

 

本分公司在运用附注四所述会计政策的过程中，由于经营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需要对无

法准确计量的报表项目的账面价值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是基于

本分公司管理层过去的历史经验，并在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作出的。实际的结果可

能与本分公司的估计存在差异。 

 

本分公司对前述判断、估计和假设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定期复核，会计估计的变更仅

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

影响数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1) 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所作的重要判断 

 

本分公司在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作出了以下的重要判断，并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单元 

 

在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过程中，本分公司需要就作为一个计量单元的再保险合同组是否

具有同质的保险风险做出判断，判断结果会影响合同准备金的计量结果。 

 

(2) 会计估计所采用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性因素 

 

于资产负债表日，会计估计中很可能导致未来期间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作出重大调整的关

键假设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有：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分公司在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

金以及长期健康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时需要对履行再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金额

作出合理估计，这些估计是基于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

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在计量责任准备金时所使用的主要假设包括事故发生率(非寿险业务)以及费用假设，这些

假设以行业数据为基础，并经适当调整以反映本分公司的特有风险、产品特征、目标市场

以及理赔经验。 

 

本分公司对上述估值过程中所采用的假设会进行定期的分析和复核，所采用假设的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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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影响本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费用假设 

 

费用假设是基于本分公司参考行业经验的结果而确定。费用评估假设同定价报告假设一致。 

 

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 

 

本分公司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有部分交易其最终的税务处理和计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计提这些交易的所得税时，本分公司需要做出重大的判断，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最终认

定结果与最初入账的金额存在差异，则该差异将对其最终认定期间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

得税产生影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

率计量。在很有可能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来抵扣亏损的限度内，本分公司就所有未利用

的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这需要管理层运用大量的判断来估计未来应纳税所得

额发生的时间和金额以及适用的税率，结合税务筹划策略，以决定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和负债的金额。 

 

6. 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 

 

(1) 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从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6号文件”)。财会

6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

益”、“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行目的列报内容。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对本公司无重大

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分公司在计量保险责任准备金过程中须对折现率、死亡率、发病率、退保率、费用假设、

保单红利假设及保费缓缴期等作出重大判断。这些计量假设需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

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根据当前信息重新厘定上述有关假设，假设变

动所形成的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2019年度利润表。 

 

7. 税项 

 

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可抵扣进项税后的余额﹐销项税额按根据相关税法规定计算的应

税收入的6%计算。 

 

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所得税法”)，本分公司按收入总额减去准

予扣除及免税项目为应纳税所得额。本分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上年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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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1. 货币资金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原币金额 汇率 本币金额 原币金额 汇率 本币金额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银行存款 

    人民币 61,582,371.26 1.0000 61,582,371.26 115,408,034.35 1.0000 115,408,034.3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分公司货币资金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应收分保账款 

 

本分公司应收分保账款账龄列示如下：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账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人民币元 %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3个月以内 (含3个月) 450,888,661.16 92.01 - 450,888,661.16 254,605,414.95 76.86 - 254,605,414.95 

3个月至6个月(含6个月)  12,273,278.51 2.50 - 12,273,278.51 8,272,129.26 2.50 - 8,272,129.26 

6个月至1年(含1年) 11,764,678.92 2.40 - 11,764,678.92 18,287,457.28 5.52 - 18,287,457.28 

1年至2年 (含2年) 4,361,998.29 0.89 - 4,361,998.29 35,390,440.47 10.68 - 35,390,440.47 

2年以上 10,782,682.13 2.20 - 10,782,682.13 14,708,014.99 4.44 - 14,708,014.99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计 490,071,299.01 100.00 - 490,071,299.01 331,263,456.95 100.00 - 331,263,456.95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3. 定期存款 

 

本分公司定期存款按剩余到期期限列示如下：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3个月以内 (含3个月) 80,000,000.00 117,000,000.00 

 3个月至1年 (含1年) 75,000,000.00 155,000,000.00 

1年至5年 (含5年) 340,000,000.00 220,000,000.0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合计 495,000,000.00 492,000,000.0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4. 存出资本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本分公司应按不少于营运资金总额(人民币三亿

元)的20%，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于银行，除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得动用。本分公司以定期

存款的形式缴存了资本保证金。 

 

5. 固定资产 

 电脑设备 办公设备及其他 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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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值 

2019年1月1日 2,964,129.21 215,412.08 3,179,541.29 

本年增加 553,699.80 - 553,699.8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19年12月31日 3,517,829.01 215,412.08 3,733,241.0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累计折旧 

2019年1月1日 2,151,673.69 185,781.83 2,337,455.52 

本年计提 488,049.60 13,957.32 502,006.9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19年12月31日 2,639,723.29 199,739.15 2,839,462.4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净额 

2019年1月1日 812,455.52 29,630.25 842,085.7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19年12月31日 878,105.72 15,672.93 893,778.65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本分公司年末无抵押的固定资产。 

 

6. 无形资产 

 

 计算机软件 

 人民币元 

 

预计使用年限 5年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原值 

2019年1月1日 826,581.20 

本年增加 805,309.78    ___________ 

2019年12月31日 1,631,890.98    ___________ 

累计摊销 

2019年1月1日 668,566.85 

本年摊销 156,003.52    ___________ 

2019年12月31日 824,570.37    ___________ 

净值 

2019年1月1日 158,014.35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19年12月31日 807,320.6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剩余摊销年限 0 - 4年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以下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亏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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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041,260.58  78,892,274.61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8. 其他资产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27,588,604.17 32,550,617.69 

应收关联方款项 19,632,389.55 12,553,440.16 

其他应收款 1,553,992.09 1,557,242.09 

长期待摊费用 270,817.05 734,780.97 

待抵扣进项税 250,111.99 52,962.7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计 49,295,914.85 47,449,043.6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注：本分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房租押金，账龄主要为一年以内以及二至三年的区间。 

 

9.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分公司保险合同均为再保险合同。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合计 512,486,713.96 581,247,977.4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分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的未到期期限情况如下：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1年以下(含1年) 1年以上 1年以下(含1年) 1年以上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合计 484,966,641.47 96,281,336.00 434,677,985.96 77,808,728.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分公司再保险合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明细如下：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156,911,058.43 124,599,461.8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0. 其他负债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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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其他应付款 23,737,551.65 33,365,215.01 

 预提费用 660,000.00 700,000.0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合计 24,397,551.65 34,065,215.0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1. 营运资金 

 

出资方名称  本年年末数及上年年末数  

 实际出资 实际出资 出资比例 折合 

 币种 金额 % 人民币元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 人民币 300,000,000.00 100% 300,000,000.00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 

 

12. 累计亏损 

 2019年度 2018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年初累计亏损 (85,098,533.47) (62,942,989.95) 

加：本年净亏损 (39,197,715.03) (22,155,543.5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年末累计亏损 (124,296,248.50) (85,098,533.4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3. 保险业务收入 
 

本分公司的再保险合同业务收入按险种分类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健康险 848,073,423.60 779,534,249.80 

寿险及其他 201,339,923.20 286,291,943.55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合计 1,049,413,346.80 1,065,826,193.35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4. 投资收益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利息收入 

定期存款及存出资本保证金利息收入 19,519,193.43 15,865,582.9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5. 赔付支出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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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健康险 786,028,811.33 414,073,457.88 

寿险及其他 249,622,644.25 252,735,157.65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计 1,035,651,455.58 666,808,615.53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6.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32,311,596.58 64,268,576.10 

提取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8,472,608.00 77,808,728.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计 50,784,204.58 142,077,304.1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7. 业务及管理费 

 

本分公司业务及管理费包括以下费用：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合计 36,891,686.17 36,853,877.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8. 所得税费用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当期所得税 - - 

递延所得税 -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计 -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三）或有事项 

 

鉴于保险及金融服务的业务性质，本分公司在开展正常业务时，会涉及各种估计、或有事

项及法律诉讼，包括在诉讼中作为原告与被告及在仲裁中作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上述纠

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再保险合同及其他的索赔。截止资产负债表日，本分公司未

涉及法律诉讼事项。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于2020年1月在全国范围爆发以来，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本公司将切实贯彻落实由中国人民银行、财

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的各项要求，强化金融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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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公司的经营以及整体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暂时性影响，从而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本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防控的情况、持续时间以及各项调

控政策的实施。 

 

本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评估和积极应对其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等方面的影响。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发现重大不利影响。 

 

 

（五）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1. 审计的内容 

 

我们审计了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贵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19

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

财务报表附注。 

 

2. 审计的意见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

分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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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一）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假设及方法 

本分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如实反映保险合同负债。本分公司的
保险合同准备金由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组成。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方法 

 

本分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并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

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分公司在再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

得，如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边际因素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其中风险边际是本分公司因承担再保险合同未来现

金流量数量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的、其金额基于相关的精算假设确定的补偿；剩

余边际系因不确定首日利得而确认的、其初始金额等于总边际减去风险边际后的余额与

零之间的较大者。 

 

寿险再保险合同 

 

风险边际为未来现金流在金额和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除合理估计负债外还需要风险边

际作为负债的一部分，本分公司的风险边际按照下列方法确认： 

 

• 对按风险保费分保的年度或月度续保的寿险保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参照

行业比例，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3.0%确定； 

• 长期健康险业务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采取情景对比方法评估，即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的风险边际=不利情景下的负债−最优估计情景下的负债； 

• 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参照行业比例，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2.5%确定。 

 

对于风险边际，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当前可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计量，并将

评估的差异计入当期损益。 

 

在保单签发日，如果未赚保费准备金大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与风险边际之和，则存在首

日利得，应确认剩余边际： 

 

• 如果未赚保费准备金小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与风险边际之和，则存在首日损失，剩

余边际为0； 

• 如果未赚保费准备金大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与风险边际之和，则存在首日利得，剩

余边际=未赚保费准备金−最优估计下的负债−风险边际。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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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对寿险业务以确定保险事故发生率

假设以及费用假设，并确定应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对于年度或月度续保业务，本

分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为未赚保费准备金与最优估计下的负债加上3%的

风险边际之和中的较大者。 

 

未赚保费准备金主要依据本年度已获取的再保险对账单计算得到本年度再保险业务的分

保费收入以及分出保费的分布，并假设剩余再保险业务的分保费收入以及分出保费均匀

分布在自本年开展再保险业务起的每个月份内，最后使用八分之一法分季度计算得出未

赚保费准备金。最优估计下的负债等于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现值，考虑的现金流包括

预期佣金、预期赔付、预期维持费用和预期再保保费收入。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系指对资产负债表日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保险合同索赔案所提取

的准备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分公司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均为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

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分公司为再保险业务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分

公司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本分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以最终赔付的

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采用链梯法、B-F法，分别计算并取其大者，

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尚未有足够经验的相关业务，本分公司在参考行业

经验后，按最优估计理赔额的一定比例，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

款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分公司作为再保人为承担尚未终止的长期健康保险责任而
提取的准备金。对于长期健康险业务，本分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为最优估
计下的负债加上风险边际。最优估计下的负债等于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现值，考虑的
现金流包括预期赔付、预期维持费用和预期再保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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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年度对比 

 

本分公司保险合同均为再保险合同。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10,078,524.11     328,055,583.04 

未决赔款准备金                                                                      124,599,461.85     156,911,058.43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77,808,728.00       96,281,336.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计                                                                                          512,486,713.96     581,247,977.47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分公司再保险合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明细如下： 

  本年年末数 上年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156,911,058.43    124,599,461.8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本分公司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全部为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四、 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 风险评估 

1. 保险风险 

保险风险是指由于死亡率、疾病发生率、赔付率、退保率、费用率等假设的实际经

验与预期发生不利偏离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我司面临的主要保险风险是实际赔付金额超过已计提的保险责任准备金的账面价值，

其受索赔率、索赔的严重程度、实际赔付金额及长期的索赔进展等因素的影响。 

 

我司精算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采用多样化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来管理保险风险，

以支持公司的业务决策及产品策略，具体包括保险风险评估、对承保风险进行恰当

定价等。在报告期内，公司保险风险容忍度及风险限额保持在公司整体风险偏好范

围内，并未出现重大保险风险事件，整体风险可控。 

 

2.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权益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不利变动导致保险公司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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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预期损失的风险。 

 

我司面临的主要市场风险涉及金融资产和负债包括货币资金、定期存款、存出资本

保证金、应收分保账款、应付分保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等。 

 

我司精算部、投资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采用先进的市场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如

敏感度分析等，对市场风险进行持续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以支持公司的业务

决策。报告期内，公司市场风险容忍度及风险限额保持在公司整体风险偏好范围内，

并未出现重大市场风险事件，整体风险可控。 

 

3.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其合同义务，或者交易对手信

用状况的不利变动，导致保险公司遭受非预期损失的风险。 

 

可能引起我司财务损失的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主要来自于合同另一方未能履行义务而

导致本分公司金融资产产生的损失，具体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已确认的金融资产的

账面金额。主要表现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未履行合约责任，或者我司所存之银

行储蓄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造成我司资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我司的流

动资金存放在信用评级较高的银行，故流动资金的信用风险较低。 

 

4.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

接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及监管合规风险。 

 

我司尚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运营风险，但我司努力尝试通过制定清晰、严格的控制

程序，记录完整的业务程序，以及监测并回应潜在风险等手段管理相关风险。我司

的相关控制包括设置有效的职责分工、权限控制、授权和对账程序、员工培训，风

险损失事件记录与上报以及实施合规检查与内部审计等手段。 

 

5. 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是指由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流程无效或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战略与市

场环境和公司能力不匹配的风险。 

 

我司通过制定稳健的战略规划和定期的战略实施评估等方式来管理战略风险。报告

期内我司未出现重大战略风险事件，整体风险可控。 

 

6.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对保险公

司负面评价，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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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通过进行舆情监测、定期声誉风险识别和评估、声誉风险教育宣导等方式管理

我司的声誉风险。报告期内我司并未发现针对公司的重大不利负面报道等可能引发

声誉风险的情形。 

 

7.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

金，以支付到期债务或者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我司投资部和精算部定期进行现金流测试，以保证流动性风险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二) 风险控制 

1. 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介绍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原保监会）的相关要求，经总公司董事会

决议，我司于 2015 年末成立了由总经理牵头、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的高级管理层，

整体负责公司风险管理的建设与运营工作。同时，公司成立风险管理部并任命首席风险

官，进行风险管理具体事务操作及管理。公司建立初期，RGA 亚太区风险管理部负责

支持我司风险管理体系的搭建和完善，并由总公司董事会决议，成立亚太区 ARMC（集

内审、风险管理、合规于一体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支持我司的全面风险管理建设，以

保证达到偿二代相应监管要求。 

 

高级管理层是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对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和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 

 

公司风险管理部作为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工作，风险管理部负

责建立与维护分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等，同时向高级管理层汇报公司偿付能力风险水平

以及风险管理状况。 

 

公司首席风险官参与了解分公司的重大决策、重大风险、重要系统及重要业务流

程，对业务规划及全面预算等各项决策进行风险评估及审批。 

 

公司各职能部门是公司风险管理各项决策和制度的具体执行机构，对其所管辖领

域的有效性负责，主要落实本部门职责分工内的风险管理工作，并制定本部门风险管控

制度、流程和实施细则，将风险管理流程与业务流程有机结合，定期进行风险识别、评

估和监测，及时向风险管理部提交风险管理报告等。 

 

2. 风险管理总体策略及其执行情况 

RGA 的全面风险管理目标是通过持续识别、评估、减轻、监测和有效沟通公司所

面临的各项风险来有效管控相关风险，进而保护包括公司股东、客户、员工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在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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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A 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括许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比如风险识别和评估、风险

度量和管理、风险监测和报告、压力和情景测试、资本管理、业务策略、风险偏好和

限额等等，这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共同帮助实现 RGA 全面、整体的风险管控，将

风险管理充分融入公司的文化、运营操作和业务规划当中，确保公司每一位员工在风

险管理方面的积极参与与配合实施。同时，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通过进行内部全面的

风险与评估，进一步帮助公司实现更好的决策。 

 

RGA 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组成部分： 

（1）风险文化宣导。风险管理是 RGA 公司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根

据 RGA的风险管理理念也已整合并嵌入公司的具体业务操作流程当中。作为公司全面

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石，由高级管理层具体推行并强化的审慎的风险管理文化，在公司

执行有效的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首要作用。 

（2）风险偏好管理体系。风险偏好是公司在实现其经营目标的过程中愿意承担的

风险水平，是公司对风险的基本态度，为战略制定、经营计划实施以及资源分配提供

指导。 

（3）风险偏好传导机制。基于已设定的风险偏好，建立风险偏好传导模型，将既

定的宏观风险管理目标转化至涵盖各个风险类别的风险容忍度及风险限额，为各业务

部门经营业务种类、范围和规模条件等决策设置明确的风险标准，以此协助公司各业

务部门切实将风险偏好融入到日常经营管理的行为之中。 

（4）风险评估流程。公司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各项主要风险，既包

括已识别的现存风险，也涵盖新兴的风险等。 

（5）业务特殊管控措施。此类业务特殊管控为避免公司承担不愿意接受的风险提

供了额外的保障措施，具体包括最大自留额限额设定、定价与核保审查、规范化的再

保合约用语等。 

此外，有前瞻性的风险监测和报告也帮助公司实现对新兴风险的早期识别、及时

管理。 

 

五、 偿付能力信息 

指标名称 2019 年四季度（审计后） 

实际资本（元）  741,920,141  

最低资本（元）  260,985,273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480,934,86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8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480,934,86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