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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经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保监许可[2015]641号文）批准成立。于2015年11月12日，武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91420102MA4KLC8M0A。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注册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4,000,000,000元，其中泰康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保险集团”）出资3,990,000,000元，持有本公司

99.75%的股份，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资产管理”）出资

10,000,000元，持有本公司0.25%的股份。 
 

泰康保险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与互联网交易直接相关的企业/家庭财产保险、货运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证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分出和再保险分入业务（仅限临时分保分

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与互联网保险相关的技术服务和咨询

服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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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知》和

《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可备案的本公

司《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修订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审核同意的《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修订情况的说

明》，采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合称“企业会计准则”）制定的会计政策

而编制的，编制的目的是为了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报告的要求。编制本交强险业

务财务报告所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列示于附注三。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2020年度交强险

业务的经营情况以及2020年12月31日交强险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专属费用和共同

费用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方法一致，共同收

入、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资金未单独运用，资金单独运用情况下的报表披露均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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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年度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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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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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险合同 

 
本公司的交强险保险合同均为原保险合同。本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如发生保险合同

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可能导致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则本公司承担了保

险风险；如果保险风险重大，则属于原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收入和成本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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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保费收入。本公司根据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保

费总额确认为当期交强险保费收入。 

 
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计算确定应退还投保人的金额作为退保费，

计入当期损益。 
 

交强险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交强险累计经营利润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

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交强险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经发生的手续费及佣金

支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 

 
手续费为支付给代理人的费用。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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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交强险手续费比例每单不高于

4%。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及在责任限额内实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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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作为当期赔款支出的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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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4.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和《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责任准备金评估有关要求的通知》（保监产险[2006]680号）文件

的要求，具体按以下方法评估交强险各项保险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如实反映交强险保险合同负债。本

公司交强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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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单元 

 
在确定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本公司以交强险保险合同组作为计量单元，计量单元的

确定标准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方法 

 
本公司以履行交强险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交强险保险合

同准备金。本公司履行交强险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系指由交强险保险合同产生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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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入指本公司为承担交强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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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指本公司履行交强险保险合同相关义务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

（1）根据交强险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2）根据交强险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

非保证利益；（3）管理交强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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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确定预期未来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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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确定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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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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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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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边际的后续计量

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合理估计和风险边际相对独立，有关假设的变化不影响剩余边际的后

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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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4.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方法 （续） 

 

本公司采用行业公布的非寿险业务准备金风险边际值。交强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

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 3%确定，交强险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

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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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并根据

风险释放的定义为基础计入损益；对于剩余边际，本公司根据 1/365 法在保险期内摊销计

入损益。 

 

本公司在确定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如果货币的时间价值影响重大，本公司则考虑货

币的时间价值。本公司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系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

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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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保险合同初

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手续费、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以及监

管费用等首日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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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1/365

法将负债释放，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本公司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计未来净现金流出的期间为整个保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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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4. 保险合同准备金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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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案所提取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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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本公司对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保险赔付要求但尚未

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照逐案估损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额为基础，同

时考虑边际因素计提该项准备金，但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系指本公司对已发生但尚未向本公司提出保险赔付金额要求

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赔付率法、B-F法，以最终赔付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并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系是指本公司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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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采用逐案预估法及比例分摊法，

同时考虑边际因素，提取该项准备金。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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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交强险经营费用 

 
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本公司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

分摊：对专属费用直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态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险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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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交强险经营费用（续） 

 
本公司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令[2009]56号），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

交强险救助基金。 

 
(a)  专属费用 

 
本公司交强险专属费用在费用发生时，直接确认归属险种和所属机构。除手续费、税金及

附加、救助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外，本公司归集的其他交强险专属费用包括专为交强险发

生的车辆使用费、公杂费和印刷费等，这些费用依据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

的专业判定而归集。 
 

(b)  共同费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根据本公司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报备的分

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6. 投资收益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2020年度投资收益以交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占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为基础分摊得到。其中，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是以期初实际

可运用资金量加上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保费并减去实际支付的赔款及费用后得到的。具体的

分摊计算公式如下： 

 

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分摊比率 

 

投资收益分摊比率 =  
交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实收保费-报告期实付的赔款、

费用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该险种实

际支付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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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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0年度 
人民币元  

2019年度 
人民币元 

    
家庭用车  275,491,843  228,055,577 
营业货车  66,368,663  24,847,614 
非营业货车  34,341,525  24,619,292 
特种车  25,953,611  17,753,170 
非营业客车  10,057,061  7,518,618 
营业客车  151,246  916,958 
摩托车  70,152  990,956 
    
合计 412,434,101  304,702,185 

 
2. 经营费用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3,961,791  83,091  10,980,552  166,479 
税金及附加  469,721  -  320,781  247,287 
保险保障基金  -  -  2,437,618  - 
交强险救助基金  5,331,115  -  4,010,393  - 
人力成本费用  -  24,764,943  -  23,284,501 
财产使用费用  -  4,369,566  -  4,541,908 
日常经营费用  -  9,418,178  -  10,357,330 
咨询及法律服务费用  -  44,268,441  -  12,202,920 
         
合计  19,762,627  82,904,219  17,749,344  50,800,425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
专属费用直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形态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险种。 

 
2020年交强险费用率为24.89%（2019年：22.50%），本年费用率相较上年同比上升2.39
个百分点。出现此变化主要由于2020年咨询及法律服务费大幅上升，导致经营费用增幅大
于保费收入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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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于2020年度，本公司未发生实际垫付的抢救费用。于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以承诺

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及追偿款项。 

 
六、 或有事项 
 

 本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重大或有事项。 
 
七、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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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于2021年4月13日决议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