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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 

 

一、公司基本情况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精神，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由上海国际

集团、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市 11 家区（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共同组成，并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公司于 2004 年 9 月

15 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编号为

3100001007247，法定代表人：李中宁。 

本公司主营业务：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涉及农村、农民的财产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 

本公司于 2004 年 9 月 17 日正式开业，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969 号 17 层，邮政编码：

200011，电话：（021）63355533，传真：（021）63355501，网址：www.aaic.com.cn。 

本公司根据相关法规政策，向中国保监会申请交强险经营资格，于 2006 年 6 月获批，取得

交强险经营资格。 

 

二、编制基础 

本公司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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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备案

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并采用附注三所列的主要会计政策编

制的。这些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这些会计政策必须符合有关法规和向中国保监会报告的要求。 

 

三、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的更正的说明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2009年 12月 30 日，财政部颁布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对保

险混合合同分拆、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要求保险公

司应当自编制 2009年财务报告开始实施该规定，以前年度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与该

规定不一致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但是，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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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相应变更本公司的会计政策，编制本年度财务报告。 

根据中国财政部《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保监会发布的《关于保险业做好<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2 号>实施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0]6 号）），本公司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

“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提取政策进行的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相关政策详见“附注四（五）保险合

同准备金”。 

上述调整事项对 2009 年度的当期净利润影响金额为-2,977,729.70 元，其中：（1）对“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的调整对当期利润的影响为 -3,365,139.77 元，对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影响为

-841,284.94 元，合计调整-2,523,854.83 元；（2）对“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调整对当期利润的影

响为-605,166.50 元，对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影响为-151,291.63 元，合计调整-453,874.87 元。 

上述调整事项累计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2,303,290.91 元，其中：（1）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的调整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1,993,707.62 元；（2）对“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调整影响年初未分

配利润-309,583.29 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会计年度 

本公司的会计年度为自每年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本期交强险专题财务报

告的编制期间为自每年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或负债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价外，其他各项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均以实际成

本为计价原则。 

（四）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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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

题财务报告未列示交强险业务的非专属资产。 

（五）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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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本公司的非寿险保

险合同准备金是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为基础确定计量单元，包括企业财产险、家

庭财产险、工程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特殊风

险保险、农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其他保险。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 

- 10 - 

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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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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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死亡给付、残疾给付、疾病给付、生存给付、满期给

付等; 

(2)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包括保单红利给付等; 

(3)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款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 

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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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合理估计金

额。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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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的非寿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是参照行业比例和实际经验而确定。本公司在资

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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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对相关现金流进行折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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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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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所采用的各种评估假设:对于未来保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影响的保险合同，本公司根

据与负债现金流出期限和风险相当的市场利率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折现率。对于未来保

险利益随着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变化的保险合同，本公司根据对应资产组合预期产生的未来投

资收益率确定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折现率。 

本公司根据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合理估计值，分别作为保险事故发生率假设、

退保率假设和费用假设等。本公司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测未来净现金流出的期间为整

个保险期间。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己发生己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己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

用准备金。 

己发生己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业务保险事故己发生并己向本公司提出索

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采用逐案估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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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己发生己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己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己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索赔

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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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及 Bornhuetter-Ferguson 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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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己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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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

估计金额为基础，按逐案预估法、比率分摊法等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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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充足性测

试。若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风险边际为各项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合理估计值的

2.5%。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非寿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也参照未赚保费法，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

为基础，在扣除相关获取成本后计提准备金;初始确认后，准备金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或风险分

布法等将负债释放，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公司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按下述两项孰大法提取： 

1、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无偏估计为基础，且反映影响重大的货币时间价值并包含明确的边

际。由于公司不具备数据基础，风险边际率采用行业标准，即风险边际率为 3%。 

2、扣除首日费用后的校准保费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六）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8 年第 2 号）的规定，公司

保险保障基金汇缴比例为： 

 （1）非投资型财产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财产保险，有保证收益的，按照

业务收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纳； 

（2）短期健康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长期健康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15%缴纳； 

（3）非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有保证收益的，

按照业务收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纳。 

下列业务不属于保险保障基金的救助范围，不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1）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分入业务； 

（2）由国务院确定的国家财政承担最终风险的政策性保险业务； 

（3）中国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不属于保险保障基金救助范围的业务。 

（七）收入确认原则 

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使保险人既承担保险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应当分别以下情

况进行处理： 

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区分，并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

风险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分，不确定为保险合同。 

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者虽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如果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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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重大，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如果保险风险不重大，不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

险合同。 

（八）保险合同定义 

本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如本公司承担了保险风险，则属于保险合同。如果本公司与投

保人签订的合同使本公司既承担保险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应按下列情况对保险混合合同进行

分拆处理: 

(1)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区分，并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将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

险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分确定为非保险合同。 

(2)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者虽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本公司

在合同初始确认日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如果保险风险重大，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如果

保险风险不重大，整个合同确定为非保险合同。 

（九）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本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合同的初始确认日，以保险风险同质的合同组合为基础进行重大保险

风险测试，并在之后年度的财务报告日进行必要的复核。 

本公司在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时，对合同是否转移保险风险、保险风险转移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以及转移的保险风险是否重大依次进行判断。本公司在判断原保合同转移的保险风险是否

重大时，对于年金合同，如果转移了长寿风险，则确定为保险合同;对于非年金合同，如果保险风

险比例在合同存续期的一个或多个时点大于等于 5%，则确定为保险合同。 

原保合同的保险风险比例为保险事故发生情景下保险人支付的金额超过保险事故不发生情景

下保险人支付金额之比例。对于显而易见满足重大保险风险转移条件的非寿险合同，本公司直接

将非寿险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本公司在判断再保合同转移的保险风险是否重大时，在全面理解

再保合同的实质及其他相关合同和协议的基础上，如果保险风险比例大于 1%，则确定为再保险合

同。再保合同的风险比例为再保险分入人发生净损失金额现值的概率加权平均数除以再保险分入

人预期保费收入的现值。对于显而易见满足转移重大保险风险条件的再保合同，本公司直接确定

为再保险合同。 

本公司在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时，首先将风险同质的合同归为一组，并考虑合同的分布状

况和风险特征，从合同组合中选取足够数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合同样本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如

果所取样本中大多数合同都转移了重大保险风险，则该组合中的所有合同均确认为保险合同。本

公司在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时使用的假设主要是赔付率、死亡率及疾病发生率等。本公司根据

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合理估计值，以反映本公司的产品特征、实际赔付情况等。 

（十）投资收益分摊 

本公司严格按照《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独核算管

理暂行办法》进行交强险投资收益分摊。在资金未单独运用的情况下，本公司以实际可运用资金

量的比例将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分摊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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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强险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交强险报告期初的实际收到的保费－实际支付的赔款）+

（交强险报告期末的实际收到的保费－实际支付的赔款）]/2 

（2）公司总的实际可以运用资金量=[（报告期初的其他货币资金+存出保证金+银行存款+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报告期末的其他货币资金+存出保证金+银行存款+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2 

（3）交强险分摊的投资收益=交强险实际可运用的资金量×总投资收益／公司总的实际可以

运用资金量 

（十一）共同费用的分摊办法 

第一步：在进行共同费用归集时，首先按管理职责将公司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和后援管理

部门两类；直接业务部门是指承保部门、理赔部门、再保部门、销售部门及其他部门；除此之外

的部门为后援管理部门。将共同费用分为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业务管理费和其他营业费用四

类。 

第二步：人力成本、业务管理费和其他营业费用按照“人数和技术评级”向后援管理部门和

直接业务部门的“承保、理赔、再保、销售和其他直接业务部门”进行分摊。资产占用费中的房

屋折旧等按照“使用面积”向后援管理部门和直接业务部门的“承保、理赔、再保、销售和其他

直接业务部门”进行分摊。交通运输设备折旧等按照“车辆使用数量”向后援管理部门和直接业

务部门的“承保、理赔、再保、销售和其他直接业务部门”进行分摊。电子设备折旧等按照“签

单件数”在各险种进行分摊。 

第三步：后援管理部门所发生的共同费用按照“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数占比×50%+相关岗位的

技术评级占比×50%”向直接业务部门“承保、理赔、再保、销售和其他直接业务部门”进行分

摊。 

第四步：直接业务部门归集的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业务管理费和其他营业费用分别按签单

件数、赔案件数、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等予以合理分配至各险种，具体分配比例计算方法如下表： 

 

直接业务部门 加权平均基数 

承保部门 签单件数占比×50%+保费收入占比×50% 

理赔部门 赔款案件数占比×50%+赔款占比×50% 

再保部门 各险种的分出保费+分入保费 

销售部门 各险种的保费收入 

其他部门 保费收入占比×50%+赔款占比×50% 

 

以上述比例将共同费用在各个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五、报表主要项目注释（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释1、 应收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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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0.02 29.98 

合   计 0.02 29.98 
 

注释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合  计 4,402.85 1,637.85 
 

注释3、 未决赔款准备金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合  计 3,750.47 1,269.29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 977.32 877.55 
 

注释4、 预收保费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合  计 107.62 91.50 
 

注释5、 应付工资和福利费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合  计 35.23 47.40 
 

注释6、 应交税金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合  计 4.85 19.06 
 

注释7、 应交保险保障基金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合  计 15.07 8.34 
 

注释8、 保费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3,350.00 9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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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业客车 699.20 372.69 

营业客车 252.53 56.06 

非营业货车 901.40 245.87 

营业货车 736.87 96.18 

特种车 158.86 82.81 

摩托车 859.43 451.02 

拖拉机 98.43 182.94 

挂车 8.76 6.64 

合    计 7,065.48 2,450.43 
 

注释9、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1,425.01 474.05 

非营业客车 192.43 109.48 

营业客车 136.41 41.56 

非营业货车 347.56 114.66 

营业货车 436.01 56.02 

特种车 32.46 31.35 

摩托车 282.33 -215.65 

拖拉机 -89.76 107.96 

挂车 2.55 3.20 

合    计 2,765.00 722.63 
 

注释10、 赔款支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1,082.94  215.13 

非营业客车 256.93  117.00 

营业客车 88.29  7.32 

非营业货车 268.14  64.86 

营业货车 121.00  10.09 

特种车 109.21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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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 391.97  387.96 

拖拉机 452.91  215.01 

挂车 25.63  0.77 

合    计 2,797.02  1,040.25 
 

注释11、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973.75 213.62 

非营业客车 177.95 99.14 

营业客车 137.01 14.76 

非营业货车 376.90 48.61 

营业货车 204.60 9.61 

特种车 35.72 52.12 

摩托车 321.31 199.85 

拖拉机 251.44 109.90 

挂车 2.50 2.09 

合    计 2,481.18 749.70 
 

注释12、 手续费、佣金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109.71   28.37  

非营业客车 23.26   11.68  

营业客车 4.47    1.00  

非营业货车 28.82    7.29  

营业货车 22.72    2.54  

特种车 5.10    2.66  

摩托车 37.18    7.17  

拖拉机 3.65    4.37  

挂车 0.24    0.23  

合    计 235.15   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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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187.75   53.30  

非营业客车 39.07   20.72  

营业客车 14.21    3.14  

非营业货车 50.56   13.71  

营业货车 41.36    5.37  

特种车 8.85    4.60  

摩托车 47.93   25.04  

拖拉机 5.49   10.28  

挂车 0.48    0.37  

合    计 395.70 136.53  
 

注释14、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26.80 9.56 

非营业客车 5.59 3.73 

营业客车 2.02 0.56 

非营业货车 7.21 2.46 

营业货车 5.89 0.96 

特种车 1.27 0.83 

摩托车 6.88 4.51 

拖拉机 0.79 1.83 

挂车 0.07 0.07 

合    计 56.52 24.51 
 

注释15、 （分摊的）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家庭用车 74.71  29.27 

非营业客车 15.59  11.41 

营业客车 5.6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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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业货车 20.10  7.52 

营业货车 16.43  2.94 

特种车 3.54  2.53 

摩托车 19.17  13.80 

拖拉机 2.20  5.60 

挂车 0.20  0.20 

合    计 157.57  74.99 
 

六、或有事项的说明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对外担保情况。 

（二）本年度涉及诉讼案件情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无需要说明的涉及诉讼案件情况。 

（三）或有负债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七、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自资产负债表日至报告日止，公司无影响报告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资产负

负债表日后重大非调整事项。 

 

八、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批准 

本年度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公司总经理批准。 

 

九、应披露的其他内容 

1、公司 2009 年度未发生实际垫付以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金额及追偿情况。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 

公司 2009 年度，参照与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分摊给交强险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累计净利得为 58.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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