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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众惠财产相互

保险社（以下简称“本社”）坚持“填保险市场空白、补保障服

务短板”的设立初衷，坚持以“会员共有、会员共治、会员共

享”为核心价值观，坚持“会员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目标，通过

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快速

推动项目落地，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工作目标，为实现年度

经营计划确定的各项经营指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财务运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社资产总额为 129,710.82 万

元，负债总额 47,392.82 万元，本社净资产 82,318.00 万元。

其中，其他权益-初始运营资金 100,000.00 万元，资本公积

604.48 万元，未分配利润-18,286.49 万元。 

2019 年上半年，本社实现净利润-2,789.62 万元，较去年

同期减亏 281.63 万元。其中，累计实现保险资金运用收益

1,105.52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40.72 万元，保险业务

收益-6,442.65 万元，其他业务收益 6.80 万元。 

二、产品经营情况 

2019 年上半年，本社累计实现原保费收入 49,211.01 万

元，较上年度同期业务增量 33,895.76 万元，业务规模同比增



长 221.32%，已超 2018 年度全年保险业务收入总和。分出保

费 1,024.03 万元，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5,675.55 万元，实

现已赚保费 32,511.43 万元，保险业务累计支出 38,954.09 万

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众惠相互共有 621144 名会员，

较去年同期增长率 546.98%。其中，个人会员 621033 名，企

业会员 111 名。 

三、资金运用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债市收益率总体下行，股市出现一波上涨

行情，市场总体表现好于预期。本社资金运用总规模相对稳

定。截至 2019 年 6 月，本社可运用资金规模为 8.12 亿元，

累计实现投资收益 3,646 万元。 

四、赔付支出情况 

2019 年上半年，本社综合赔付支出 3,149.24 万元。其中，

赔付支出 1,626.49 万元，摊回赔付支出 682.63 万元，提取保

险责任准备金 2,680.51 万元，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475.12 万

元。 

赔付支出方面。2019 年上半年，直接赔款支出 1,453.17

万元，直接理赔费用支出 44.13 万元，间接理赔费用支出

129.19 万元，摊回赔付支出 682.63 万元。 

保险责任准备金方面。2019 年上半年，按照赔付进展和

风险暴露情况，本社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2,680.51 万元，其



中，已发生已报告部分（含理赔费用准备金）156.95 万元，

已发生未报告部分 2,523.55 万元。再保后摊回保险责任准备

金 475.12 万元，其中，已发生已报告部分-62.03 万元，已发

生未报告部分 537.15 万元。 

五、准备金提取情况 

（一）本社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保

险责任准备金，本社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具有同质

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作为一个计量单元。本社的保险合同分

成以下计量单元：健康险、意外险、信用险、保证险及其他

类。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社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本社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

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主要

包括： 

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包括赔付、死亡给付、

残疾给付、疾病给付等； 

2．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

保单维护费用、理赔费用等。本社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

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

法（试行）》（保监会令〔2004〕13 号）及《保险公司非寿险

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保监发〔2005〕10

号）计算确定预期未来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社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



止的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本社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以未赚

保费法进行计量。按照未赚保费法，本社于保险合同初始确

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再减去手续费、税金及附

加（不含房产税、非保险合同印花税等）、保险保障基金、监

管费用以及承保人员的费用等增量成本后计提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初始确认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 1/365 法或合同

期间保险风险比例将负债释放，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三）保险责任准备金是指本社作为保险人为保险事故

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保

险责任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保险责任准备金及理赔费用准

备金。其中，已发生已报案保险责任准备金是指本社为保险

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社提出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

准备金。本社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

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的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

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保险责任

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保险责任准备金是指本社为保险事故

已发生、尚未向本社提出索赔的赔案所提取的准备金。本社

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经验数据等因素，采用预期赔

付率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

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保险责任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

包括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及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社

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



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

本社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采

取比率分摊法等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四）本社在评估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按照资产负债表

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进行充足性测试。若有不足，将

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本社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

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社在保险期内，采用行业指

导值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社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

因开业时间较短，现金流量模式尚未凸显，暂不考虑货币时

间价值的影响。 

（五）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社提存未到期责任准

本金 19,962.55 万元，提存保险责任准备金 10,312.65 万元。 

六、偿付能力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社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559.01%，核心（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64,876.89 万元。

2019 年 2 季度末，本社偿付能力充足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认可资产                 126,403.93  

认可负债                   47,392.82  

实际资本                   79,011.11  

核心一级资本                -20,988.89  

核心二级资本               100,000.00  

附属一级资本                              -    

附属二级资本                              -    

最低资本                   14,134.22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2,447.58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9,377.96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279.26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3,688.22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897.8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686.65  

附加资本                              -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64,876.8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559.0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64,876.8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59.01% 

注：由于业务快速发展导致本社最低资本上升，偿付能力充足率较 2018 年度末

有所下降。 

七、关联交易情况 

（一）整体情况 

2019 年 1 至 6 月期间，本社共发生 33 笔关联交易，关

联交易类型为保险业务，交易金额合计 352.41 万元。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 1 至 6 月期间，本社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八、重大风险评估分析 

（一）风险策略基本陈述 

本社已制定风险管理政策以辨别和分析所面临的风险，

设定适当的风险可接受水平并设计相应的内部控制程序，以

监控本社的风险状况。根据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对于

风险管理的要求，本社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定期审阅风

险管理政策及有关内部控制系统，以适应市场情况或本社经

营活动的变化。本社的内部审计部门也按照相关制度要求检

查内部控制系统的执行是否符合风险管理政策。 



（二）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目标 

1．战略目标：保证本社的发展规划得以实现，形成良好

的风险管理文化，使全体员工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2．经营目标：将经营活动中的风险控制在本社可承受的

范围内，保证本社经营目标的达成； 

3．报告目标：保证本社内外部，尤其是本社与监管部门

之间、本社与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之间实现真实、可靠、及

时的信息沟通，包括编制和提供真实、可靠、完整的财务报

告、偿付能力报告等业务、财务及管理信息； 

4．合规目标：保证本社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行业规范、本社内部管理制度和诚信准则； 

5．偿付能力充足率目标：每季度末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不低于 150％或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00％。 

（三）风险状况陈述 

2019 年上半年，根据董事会确定的风险偏好，本社采取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审慎设定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

指标，各风险管理部门通过日常风险监测，有效识别本社当

前阶段风险因素，科学调整经营决策，合理处置风险事件，

有效控制偿付能力风险。 

2019 年上半年，本社通过组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

评估工作，进一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检验风险控制手

段及处置流程，防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事件，确保当



前阶段本社所有业务场景均纳入本社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本社无重大风险事件发生。 

九、其他重要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