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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公司简介 

（一）法定名称及缩写 

公司中文名称：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TAIKANG PENSION & INSURANCE CO.,LTD. 

缩        写：泰康养老 TAIKANG PENSION 

（二）注册资本 

人民币600,000,000元 

（三）注册地 

中国北京市闹市口大街1号院4号楼5层 

（四）成立时间 

2007年8月10日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1、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 

2、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 

3、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4、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5、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6、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7、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北京、湖北、广东、上海、四川、辽宁、江苏、浙江、山东、河

南、天津、陕西、重庆、福建、湖南、深圳、安徽、大连、青岛、宁波、河北、

黑龙江、云南、山西、广西、吉林、江西、新疆、厦门、内蒙古、甘肃、贵州、

宁夏。 

（六）法定代表人 

李艳华董事长 

（七）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400-66-9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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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财务会计信息 

（一）资产负债表 

编报单位：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5,624,921
应收利息 18,272,419
存出资本保证金 12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9,839,844
固定资产 1,249,558
无形资产 135,753
其他资产     299,202

 
资产总计 715,421,697
 
负债及股东权益 
 
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9,426,129 
应交税费              600,35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465,023 
其他负债      198,119
 

负债合计   37,689,628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600,000,000 
资本公积        116,687,777 
未弥补亏损 ( 38,955,708)
 

股东权益合计 677,732,069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715,42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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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 

编报单位：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16,557,298
 

投资收益 15,261,964
其他业务收入 1,295,334

 
营业支出      (42,084,50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21,828)
业务及管理费      (41,562,679)

 
营业亏损      (25,527,209)
 

加：营业外收入             934,300
减：营业外支出           -

 
亏损总额      (24,592,909)
 

减：所得税费用        5,615,316
 

净亏损      (18,977,593)
 
其他综合收益 21,853,310
 
综合收益总额   2,87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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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报单位：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51,0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51,0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0,969,7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6,93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24,3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561,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10,01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4,493,16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277,96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771,129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793,12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 1,111,71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904,8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66,28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6,943,73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68,652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2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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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报单位：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0年度                                                - 
                 项目                        .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未弥补亏损 股东权益合计 
  
一、年初余额 600,000,000 94,834,467 (19,978,115 ) 674,856,352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净亏损 - - (18,977,593 ) (18,977,593) 
2、其他综合收益           -   21,853,310           -   21,853,310 

综合收益总额           -   21,853,310 (18,977,593 )    2,875,717 
   

三、年末余额 600,000,000 116,687,777 (38,955,708 ) 677,73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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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附注 

说明：附注中的金额单位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为人民币元。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2006 年 2 月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应用指

南、解释（2号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编制本财务报表时，除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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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根据下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所制定的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编制。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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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及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

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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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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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

工具的合同。 

①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本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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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

资产的一部分）：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

取的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1）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2）虽然实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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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

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

现有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

者现有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

和确认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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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方式买卖

金融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法规或通行惯例规定的期限内收取或交付

金融资产。交易日，是指本公司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②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

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确定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

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贷款和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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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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

及除上述金融资产类别以外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

续计量。其折溢价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并确认为利息收入或费用。除减值损失

及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汇兑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值变动作为其他综合收益于资本公积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或发生减值

时，其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当期损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

入，计入当期损益。 

③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其他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在确定实

际利率时，考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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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及溢价或折价等因素。交易费用指直接归属于购买、发行或处

置金融工具新增的外部费用。 

④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

值。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本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

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 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

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⑤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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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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企业能

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则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按照该金融资产原实际利率（即初始确认时计算确定

的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对于浮动利率，在计算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时采用合同规定的现行实际利率作为折现率。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

值，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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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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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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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

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

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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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

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减

值之后发生的公允价值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 

⑥金融资产转移 

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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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止确

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

金融资产。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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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

别下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生的

资产和负债；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

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5）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时才予以确认。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该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

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否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

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项资产的其他支

出。 

固定资产的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

率及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及其他 5年 3% 19.40%
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3年 3% 32.33%
运输设备 4年 3% 24.25%

 

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

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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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时才予以确认，并以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无形资产按照其能为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确定使用寿命，无法预见其为

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其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摊销。本公司的无形资

产为电脑软件系统且根据合同使用期限为一年，其成本自取得当月起按一年以直线

法摊销。 

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

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7）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采用直线法摊销。 

本公司的长期待摊费用为装修费，根据租赁合同期限为 16 个月，其成本自取

得当月起按 16 个月以直线法摊销。 

（8）资产减值 

本公司对除金融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外的资产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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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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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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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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存出资本保证金 

存出资本保证金是指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按注

册资本总额的 20%提取并存放于保监会指定银行的款项。该保证金除保险公司清算

时用于偿还外，不得动用。 

（10）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公司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 

①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②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 

③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 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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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反映当前 佳估

计数的，按照当前 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11）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予以确认。 

①管理费收入 

企业年金合同的管理费收入是根据企业年金合同约定的费率和方法计算，按权

责发生制计算确认管理费收入。 

②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 

（12）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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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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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均为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当期损益。 

（13）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

相关支出。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付的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对于资产

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到期的，如果折现的影响金额重大，则以其现值列示。 

本公司的员工主要参加由当地政府管理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本公司对上述社会保障的义务仅限于定期缴纳款项，这些

款项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除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之外，本公司按员工工资总额

的一定比例计提补充养老保险，相应支出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员工还得到本公司

提供的意外险，但涉及金额并不重大。除此之外，本公司对员工没有其他重大福利

承诺。 

对于本公司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为鼓励职工自

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如果本公司已经制定正式的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提出自愿裁减建议并即将实施，同时本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

裁减建议的，确认因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给予补偿产生的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损

益。 

（14）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其所附的条件并且能够收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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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

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15）所得税 

所得税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除由于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交易或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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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相关的计入股东权益外，均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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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资产与负债于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

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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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递延所

得税。 

各种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 

①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商誉的初始确认，或者具有以下

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

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②对于与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暂时

性差异转回的时间能够控制并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本公司

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

得额为限，确认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非： 

①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

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②对于与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

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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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反映资产负债表日

预期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方式的所得税影响。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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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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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减

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重新评估未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供所有或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

的限度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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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税与同一应纳税主体和同一税收征管部门相关，则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

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16）受托业务 

本公司在受托业务中担任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或账户管理人。本公司的资产

负债表不包括本公司因受托业务而持有的资产以及有关向企业年金基金委托人交回

该等资产的承诺，因为这些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由企业年金基金委托人承担。 

（17）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编制财务报表要求管理层作出判断和估计，这些判断和估计会影响收入、费

用、资产和负债的报告金额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然而，这些估计的

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可能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额进行重大调

整。基于过往经验及其他因素，包括对在有关情况下视为合理的未来事件的预期，

本公司对该等判断和估计进行持续评估。 

①重大判断 

在应用本公司会计政策的过程中，管理层作出了以下对财务报表所确认的金额

具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金融资产的分类 

管理层需要就金融资产的分类作出重大判断，不同的分类会影响会计核算方法

及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②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于资产负债表日有关未来的关键假设以及估计不确定性的其他关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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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能会导致未来会计期间资产和负债账面金额的重大调整。 

可供出售权益金融资产的减值准备 

本公司认为当公允价值大幅或持续下降至成本时，就应当计提可供出售权益金

融资产的减值准备。而对大幅和持续的认定需要判断。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本公司

要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股价的正常波动幅度，被投资者的财务状况，行业和部门

的业绩，科技发展及经营和融资的现金流量等。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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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可能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限度

内，本公司应就所有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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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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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决定可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金额。 

运用估值技术确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

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 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

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本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时，尽可能使用市场参与者在金

融工具定价时考虑的所有市场参数，包括无风险利率、信用风险、外汇汇率、商品

价格、股价或股价指数、金融工具价格未来波动率、提前偿还风险等。 

使用不同的估值技术或参数假设可能导致公允价值估计存在较重大差异。 

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无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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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项 

本公司本年度主要税项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营业税 — 按应税收入的5%计缴。 
城市维护建设税 —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的7%计缴。 
教育费附加 —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的3%计缴。 
 

企业所得税 —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 
 

扣缴个人所得税 — 本公司支付给员工的所得额，由本公司按税法代扣缴个人所得

税。 

5、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 

（1）货币资金 

 2010年12月31日
现金 
  -人民币 5,332

 
银行存款 
  -人民币 5,619,589

 
合计 5,624,921

 

银行活期存款按照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取得利息收入。短期定期存款的存款期分

为 1 天至 3 个月不等，依本公司的现金需求而定，并按照相应的银行定期存款利息

取得利息收入。 

（2）应收利息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应收利息均为到期一次性支付利息的应收存

出资本保证金利息。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没有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应收利息的

回收存在重大风险，因此，无需对应收利息计提坏账准备。 

（3）存出资本保证金 

存出资本保证金明细如下： 

 

银行名称 存放形式 存放期限 2010年12月31日
  
交通银行 定期存款 2007年10月30日—2012年10月30日 40,000,000
交通银行 定期存款 2008年8月29日—2013年8月29日   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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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0,000,000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0年12月31日

权益工具 

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 569,839,844
 

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指经保监会批准由泰康资产管理发起的契约型开放式

投资产品。 

（5）固定资产 

 

 2010 年度 
 办公设备及其他 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运输设备 合计

 
原值  

年初余额 116,053 685,382 371,593 1,173,028
本年购置 83,061 191,999 579,480 854,540
年末余额 199,114 877,381 951,073 2,027,568

  
累计折旧  

年初余额 23,541 221,416 60,074 305,031
本年计提 27,886 237,878 207,215 472,979
年末余额 51,427 459,294 267,289 778,010

  
账面价值  

年末余额 147,687 418,087 683,784 1,249,558
年初余额 92,512 463,966 311,519 867,997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固定资产中无已提足折旧仍使用、暂时闲置、

已经报废准备处置及所有权受到限制的固定资产需特别披露，亦无需计提减值准

备。 

（6）无形资产 
 

       2010年度

电脑软件系统

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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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余额 139,800
本年增加 232,720
年末余额 372,520

累计摊销 
年初余额 139,800
本年计提   96,967
年末余额 236,767

账面价值 
年末余额 135,753

年初余额             -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用于债务担保或所有权受到限制的无形资

产，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7）其他资产 

 

 2010年12月31日
 
房屋及其他押金 288,501
长期待摊费用（1） 10,701
待摊费用             -
 
合计 299,202

 

①长期待摊费用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的明细如下： 

        装修费

2010年1月1日   -
本年增加   24,459
本年摊销   (13,758)

  
2010年12月31日   10,701

 

（8）应付职工薪酬 

 

 2010年1月1日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2010年12月31日
 

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5,986,974 15,550,431 (12,728,875) 8,80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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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费 - 1,394,281 (  1,394,281) -
社会保险费  
    其中：医疗保险费 18,868 796,011 (     773,960) 40,919

基本养老保险费 73,956 1,896,895 (  1,800,247) 170,604
失业保险费 4,531 82,298 (       77,154) 9,675
工伤保险费 - 19,288 (       19,288) -
生育保险费 - 32,742 (       32,742) -

住房公积金 - 1,682,491 (  1,591,212) 91,279
工会经费及职工教育经费 163,128 375,790 (     233,796) 305,122
企业补充养老    535,426   1,782,776 (  2,318,202)                -

  
合计 6,782,883 23,613,003 (20,969,757 ) 9,426,129

  
 

（9）应交税费 

 
2010年12月31日

营业税金及附加 460,287
代扣缴个人所得税 140,070

合计 600,357
 

（10）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 

 

2010年12月31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30,902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895,925)

净额 (27,465,023)
 

 2010年1月1日 本年计入损益 本年计入权益 2010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 (31,611,489 ) - (7,284,436 ) (38,895,925)
已计提未发放职工

薪酬   1,630,000     572,133 - 
 

  2,202,133
可抵扣亏损   4,084,962 5,024,861 -    9,109,823
其他      100,624      18,322                -       118,946

  
合计 (25,795,903) 5,615,316 (7,284,436 ) (27,465,023)

 
 

（11）其他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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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

其他应付款 138,119
预提费用   60,000

合计 198,119
 

（12）实收资本 

本公司注册及实收资本计人民币6亿元。 

  2010年12月31日
  比例 金额
    
泰康人寿  90% 540,000,000
泰康资产管理    10%   60,000,000
         
合计  100% 600,000,000

 

以上实收资本业经北京中永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验证，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 

（13）资本公积 

2010年度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与计入股东权益项 
    目相关的所得税            合计

  
年初余额 126,445,956 (31,611,489)  94,834,467
其他综合收益   29,137,746 (  7,284,436)    21,853,310
   
年末余额 155,583,702 (38,895,925)  116,687,777

 
 

（14）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润 

依照本公司章程，本公司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利润分配： 

①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②按照净利润弥补累计亏损后的金额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③按照净利润弥补累计亏损后的金额的 10%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 

④按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其金额按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的决议提

取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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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支付股东股利。 

当法定盈余公积已达本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时，可不再提取。经股东大会

决议，法定盈余公积亦可转为股本，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但法定盈余公

积转增股本后，留存本公司的法定盈余公积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25%。 

（15）投资收益 
 

 2010年度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6,984,001
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价差收入   8,277,963

合计 15,261,964
 

（16）业务及管理费 
 

    2010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23,613,003 
固定资产折旧费 472,979
无形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10,725
办公及差旅费 1,890,949 
营业用房租赁 3,588,137
公杂费 4,011,660 
咨询费 1,328,016 
业务招待费 2,214,431
会议费 2,067,526 
宣传费 924,267 
印花税  3,000
其他   1,337,986
 
合计 41,562,679 

 

（17）其他业务收入 

 

 2010年度

其他业务收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85,125 
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费收入 449,238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费收入 760,971 
其他                -

合计 1,29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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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营业外收入 
 

 2010年度

营业外收入： 
政府补助（注）   934,300

 

注：依据《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京发改 [2005] 97 号），对在

京新设立或新迁入京的金融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对注册资本人民币 5 亿元

（含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补助人民币 8,000,000 元。2009 年本公司收到上述补

贴。 

本公司于 2008 年 8 月开始租赁长安兴融中心的办公用房，于 2009 年租赁期满

一年。根据《关于印发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京发改 

[2005] 2736 号），金融企业租用办公用房的，实行三年租金补贴，即第一年优惠

50%，第二年优惠 30%，第三年优惠 10%。2010 年本公司共收到上述补贴人民币

934,300 元（2009 年：人民币 1,167,900 元）。 

（19）所得税 
 

 2010年度

 
递延所得税 (5,615,316)
 
所得税与亏损总额的关系如下： 

  2010年度

  
亏损总额  (24,592,909
适用税率  25%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税项  (6,148,227)
不可用予抵扣税款的费用 5,557,772
可抵扣亏损 (5,024,861)
  
按实际税率计算的所得税 (  5,615,316)

 

（20）其他综合收益 

 

 20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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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 37,415,709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7,284,436)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8,277,963)
 
合计 21,853,310

 

（21）经营流量表补充资料 

①将本公司的净亏损调节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 

6、分部报告 

本公司 2010 年度未进行多种经营或跨地区经营，因此本公司无需编制分部报

告。 

7、或有事项 

本公司不预提未能合理估计或较少可能发生的事项；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无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2010年度

  
净亏损 (18,977,593)
加：固定资产折旧 472,979

无形资产摊销 96,967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3,758
投资收益 (15,261,964)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5,615,31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328,50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3,132,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10,012)

    2010年度

  
 现金的年末余额 5,624,921
 减：现金的年初余额 (12,568,652)
 加：现金等价物的年末余额 -

 减：现金等价物的年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  6,94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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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本公司无须作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9、财务报表之批准 

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决议批准。 

（六）审计报告的主要意见 

2010年度，本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2010年度的会计报表进

行了审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我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泰

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0 年度的公司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对本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执行母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要求，建立了完善

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围绕经营目标，规范风险管理流程，持续进行风险监测和评

估，加强风险控制，切实防范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风险的识别和评价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权益价格和商品价格等的不利变动而使公司遭

受非预期损失的风险。公司资产包括自有资产和受托资产。按照信托法律法规的要

求，受托资产独立于自有资产，全部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市场风险由受

托资产承担。公司自有资产则按照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要求，用于银行

存款、购买银行债券、企业债券及投资证券市场等。为有效规避风险，公司为投资

的自有资产设定了风险 高限额，以控制市场风险。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债务人或交易对手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其合同义务，或

者信用状况的不利变动而导致的风险。公司目前业务范围涉及的主要交易对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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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委托人）；取得托管人资格的各大商业银行；取得

投资管理人资格的投资管理机构以及取得账户管理人资格的账户管理人。公司作为

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人和账户管理人，按照规定收取相关服务管理费。由于委托人

提前解除委托合同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公司信用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对公司影响较

小。 

3、保险风险 

公司目前业务范围只有企业年金，没有涉及保险业务，因此不存在保险风险。 

4、操作风险 

公司建立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并建立了《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定期对

操作风险进行风险指标监控与风险评估。在公司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作用下，公司

的操作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风险控制 

1、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作为子公司，公司完全遵循母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要求，建立了完善的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在内部管理关系中，公司作为泰康人寿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中的第一道防线，接受泰康人寿风险管理委员会及风险管理部的领导，开展风险识

别、评估、应对、监控等工作，并定期向母公司汇报。公司内部设立内控及风险管

理委员会，作为公司风险管理的 高决策机构，负责审议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监

督风险管理工作的组织实施，研究公司重大风险事项，推动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稽

核法律部作为风险管理执行部门，在内控及风险管理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公司日常风

险管理工作，包括制订风险管理制度，协调和监督各业务部门开展风险管理，监控

异常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实现对风险的事中管控。 

2、 风险管理总体策略 

公司根据母公司提出的“机制保障，在源头上加强风险管控”的经营要求，不

断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明确风险管理重点，确定风险限额，针对不同类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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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风险规避措施，并合理配置风险管理资源，确保公司稳健经营。 

3、 风险管理总体策略的执行情况 

按照公司风险管理总体策略，注重做好日常风险监控、预警、识别和评估工

作，针对评估结果加强风险分析，不断调整风险管理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完善指

标监测标准，改进评估技术手段，切实将风险管理与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融为

一体，实现目标风险水平下的价值 大化。 

四、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定位于信托型企业年金业务的拓展，尚未开展契约性商业保

险业务。 

五、偿付能力信息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定位于信托型企业年金业务的拓展，尚未开展需要纳入偿付

能力额度监管范围内的契约性商业保险业务，公司已按程序向保监会申请豁免 2010

年度偿付能力管理报告。 

六、其他信息 

无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