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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勤信专字[2014]第 1250 号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包括2013年度的交强险损益表、2013

年12月31日的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

务报告”）。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已由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按照后附

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1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一、管理层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后附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1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交强险专

题财务报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金额和披露的

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

致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

考虑与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

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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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 

2013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1、概况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保监发改[2012]421 号批复批准成立的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成立日

期为 2012 年 5 月 7 日，法定住所地为深圳。 

2、股本变动情况 

（1）本公司 2012 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2）本年无股本变动。 

3、经营范围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主要会计政策 

1、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

法》（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本公司报备中

国保监会之《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及下列的附注二、2 至附注二、

14 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

申报的需要。 

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除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各项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均以历

史成本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的核算和表达在重大方面是公

允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富德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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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政策（续） 

2、会计期间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

币。除有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万元表示。 

4、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专属资产和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资产和负

债，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未列示交强险业务形成的除专属

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在实际操作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5、资产减值 

本公司对除递延所得税资产、金融资产已经在相关会计政策中说明外，其余的资产减值，

按以下方法确定：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

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

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于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的无形资产，也要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

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

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

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6、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8]2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的交强险业

务按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当本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总资产的 6%

时，不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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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政策（续） 

7、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

生部、农业部令第 56 号）和《财政部 保监会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

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金[2013]9 号），本公司按照交强险

保费收入的 1%-2%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

助基金专户。 

8、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在核算日期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主要以资

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反映影响重大的货币时间价值并包含明确的边际，以

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一个计量单元，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

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计量单元的分类具体如下：企业财产保

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机动车辆法定第三者责任

保险、机动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辆车体损失保险、机动车辆其他保险、船舶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特殊风险保险、农业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投资型非寿

险、其他类保险。 

保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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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

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保险人为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

益；(2)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3)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

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

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

前信息为基础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

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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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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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政策（续） 

8、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续） 

边际因素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风险边际是指为应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

提取的准备金；剩余边际是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确认的边际准备金，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

日确定，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摊销。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

本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在提取原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原保险合同的现

金流量和与其相关的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分别估计，并将从再保险分入人摊回的保险合同准

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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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充足

性，如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2）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损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

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

Bornhuetter-Ferguson 法、赔付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

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按比率分摊法等比

较合理方法提取。   

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将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量货币时间价值

所采用的折现率，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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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充足

性，如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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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政策（续） 

8、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3）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毛保费责任准备

金评估法、损失率法等方法计算确定的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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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且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10、赔款支出 

赔款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付支出，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以及在理赔

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及其他归集于理赔部门的费用。本公司在确定支

付赔款金额的当期，按照确定支付的赔款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相应的未决赔款

准备金。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

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

冲减赔款支出。 

11、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按照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富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投资收益日常核算先按“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

将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其他业务及管理费等费用直接确认到投资部门，将投资部门的费

用全部计入“投资收益”，月末将投资收益向险种分摊。 

投资收益向险种分摊时，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对于资产负债匹配要求相同的资金，

以月为基础，按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计量各险种实际可运用的资金量，并按照实际可运

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益分摊到所确定的险种。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

费-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 

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

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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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政策（续） 

12、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如交强

险的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每单不高于 4%。营

业税是按照当年应税保费收入的 5%征收。营业税金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等，按照营业税的相应比例征收。 

上述费用及本公司所归集的车船燃料费、公杂费、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其它专属费用，是

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

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 

13、共同费用的分摊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本公司已按照

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之《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分摊共同费用

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重大方面，没有重大的非交强

险业务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向中国保

监会的备案一致，且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较准确、合理。 

14、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最佳的

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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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1、按业务划分 

2013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营

利润 
期末累计经营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家庭用车 350.65  211.45  233.36  236.59  2,056.91  --  -2,387.67  -859.89  -3,247.56  

非营业客车 36.40  18.77  18.39  15.56  153.94  --  -170.26  -132.50  -302.77  

营业客车 7.22  5.99  9.72  12.95  66.57  --  -88.01  -1.86  -89.88  

非营业货车 34.58  30.55 16.82  24.56  226.04  --  -263.40  -163.97  -427.37  

营业货车 71.87  32.11  66.25  59.36  307.05  --  -392.89  -67.32  -460.21  

特种车 168.89  108.57  141.87  29.94  328.39  --  -439.89  -65.43  -505.32  

摩托车 --  --  --  --  --  --  --  --  --  

拖拉机 --  --  --  --  --  --  --  --  --  

挂车 8.10  17.86  9.40  0.64  35.29  --  -55.09  -55.23  -110.31  

合计 677.71  425.30  495.80  379.61  3,174.21  -- -3,797.20  -1,346.21  -5,1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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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营

利润 
期末累计经营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家庭用车 -3.61  19.29  -2.70  4.41  835.29  --  -859.89  --  -859.89  

非营业客车 -0.38  2.91 3.19  0.64  125.38  --  -132.50  --  -132.50  

营业客车 -0.04  --  --  0.04  1.79  --  -1.86  --  -1.86  

非营业货车 -0.90  4.13  3.19  0.86  154.88  --  -163.97  --  -163.97  

营业货车 0.08  2.39  --  0.28  64.73  --  -67.32  --  -67.32  

特种车 -0.51  2.02  0.98  0.34  61.58  --  -65.43  --  -65.43  

摩托车 --  --  --  --  --  --  --  --  --  

拖拉机 --  --  --  --  --  --  --  --  --  

挂车 -0.16  2.02 0.98  0.11  51.96  --  -55.23  --  -55.23  

合计 -5.51  32.77  5.63  6.69  1,295.61  --  -1,346.21  --  -1,346.21  

 

 

 

 



 
 

13 
 

2、按地区划分 

2013 年度 

地区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

营利润 
期末累计经

营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深圳地区 399.62  287.92  254.85  120.02  1,293.82  --  -1,556.98  -1,346.21  -2,903.20  

北京地区 37.93  32.71  52.58  68.91  546.31  --  -662.57  --  -662.57  

四川地区 240.16  104.67  188.37  190.68  1,334.08  --  -1,577.65  --  -1,577.65  

合计 677.71  425.30  495.80  379.61  3,174.21  --  -3,797.20  -1,346.21  -5,143.42  

 

2012 年度 

地区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

营利润 
期末累计经

营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深圳地区 -5.51  32.77  5.63  6.69  1,295.61  --  -1,346.21  --  -1,346.21  

北京地区 --  --  --  --  --  --  --  --  --  

四川地区 --  --  --  --  --  --  --  --  --  

合计 -5.51  32.77  5.63  6.69  1,295.61  --  -1,346.21  --  -1,3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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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1、保费收入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1,851.75 36.13 

非营业客车 138.54 5.44 

营业客车 102.14 0.32 

非营业货车 220.86 6.83 

营业货车 520.90 2.38 

特种车 331.85 3.98 

摩托车 --  -- 

拖拉机 --  --  

挂车 7.41 1.29 

合计 3,173.46 56.38 

 

2、赔款支出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赔付支出 425.31 32.77 

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

救费用 
--  -- 

减：已追偿的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

式垫付的抢救费用 
--  -- 

合计 425.31 32.77 

 

3、手续费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68.26 1.29 

非营业客车 4.38 0.17 

营业客车 3.88 0.01 

非营业货车 6.57 0.27 

营业货车 17.40 0.08 

特种车 1.51 --  

摩托车 --  -- 

拖拉机 --  -- 

挂车 --  -- 

合计 102.0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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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4、营业税金及附加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104.50                2.02 

非营业客车 7.81                0.30 

营业客车 5.74                0.02 

非营业货车 13.00                0.38 

营业货车 29.36                0.13 

特种车 18.62                0.22 

摩托车 --  --  

拖拉机 --  --  

挂车 0.42                0.07 

合计 178.85                3.16 

5、保险保障基金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14.81                0.29 

非营业客车 1.11                0.04 

营业客车 0.82                0.00 

非营业货车 1.77                0.05 

营业货车 4.17                0.02 

特种车 2.65                0.03 

摩托车 --  --  

拖拉机 --  --  

挂车 0.06                0.01 

合计 25.39                0.45 

 

本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须按季预缴到中国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并

在公历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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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6、救助基金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23.19                0.72 

非营业客车 1.97                0.11 

营业客车 1.23                0.01 

非营业货车 3.35                0.14 

营业货车 6.65                0.05 

特种车 6.44                0.08 

摩托车 --  --  

拖拉机 --  --  

挂车 0.15                0.03 

合计 42.96                1.13 

 

7、经营费用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专属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8.85                3.16 

手续费及佣金 102.00                1.82 

救助基金 42.96                1.13 

保险保障基金 25.39                0.45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30.41                0.13 

专属费用小计 379.61                6.69 

分摊的共同费用   

专门从事交强险的人员工资 142.89              268.64 

资产占用费 202.92              280.32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1,541.39              746.65 

分摊的共同费用小计 3,174.20            1,295.61 

合计 3,553.81            1,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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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8、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年末数 年初数

   

家庭用车 127.56  -3.27  

非营业客车 11.54  3.19  

营业客车 4.54  --  

非营业货车 14.28  3.19  

营业货车 29.30  --  

特种车 76.17  0.98  

摩托车 --  --  

拖拉机 --  --  

挂车 8.65  0.98  

合计 272.04  5.07  

五、或有负债情况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除因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载的交强险业务而存在的各种估

计及或有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六、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管理层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