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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877

公司简称：太平鸟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127

公司简称：小康股份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628

公司简称：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董事长、执行董事杨明生，执行董事林岱仁、许恒

平、徐海峰，独立董事张祖同、Robinson� Drake� Pike（白杰克）、汤欣、梁爱诗现场出席会议；非执行董事

王思东、刘家德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分别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张祖同、执行董事许恒平代为出席并表决。

1.3�本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杨明生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副总裁赵立军先生、总精算师利明光先生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郑志武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计（百万元） 2,805,702 2,696,951 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百万元） 309,087 303,621 1.8%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0.66 10.47 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百万元） 105,981 354 29838.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3.75 0.01 2983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百万元） 271,728 219,981 2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6,149 5,251 1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

元）

6,158 5,282 16.6%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元/股） 0.21 0.18 1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1.66 增加0.3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1.67 增加0.36个百分点

注：在计算“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的变动比率时考虑了基础数据的尾数因素。

2017年第一季度，本公司以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以转型升级为战略支撑，以防控风险为重要保障，

强基固本，落地深耕，在高起点和高平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首先，本公司核心业务实现较

快增长。 2017年第一季度，保费收入达人民币2,462.08亿元，同比增长22.1%。 其中，首年期交保费达人民

币603.14亿元，同比增长17.4%；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达人民币224.55亿元，同比增长16.8%；短期

险保费达人民币124.59亿元，同比增长7.6%；续期保费达人民币1,127.58亿元，同比增长51.6%，增速创

2003年来新高。 2017年第一季度，本公司退保率为2.79%，同比增加0.38个百分点。 其次，业务结构在高水

平上持续优化。 保障型业务快速增长，产品多元化效果明显。 本公司进一步压缩趸交业务，首年期交保费

在长险新单保费中的占比达49.85%，同比增长5.45个百分点。 第三，投资资产配置结构持续优化。 2017年

第一季度，本公司持续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加大对长久期多元化资产的投资力度。截至2017年3月31日，本

公司投资资产为人民币25,398.95亿元，净投资收益率为4.68%，总投资收益率为4.53%，同比增加0.84个

百分点。

下一步，本公司将按照全年工作的总体部署，奋力开拓市场，强化投资管理，夯实发展基础，加快转型

升级，以新的姿态和强劲动能，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1-3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1)

所得税影响数 3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1)

合计 (9)

说明：本公司作为保险公司，投资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为主要经营业务之一，非经常性损益不包括

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2�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股股东123,285户

H股股东30,157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68.37% 19,323,530,000 - -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25.88% 7,315,183,949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565,574,495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2% 119,719,90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59,384,61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1% 32,481,525 -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国有法人 0.07% 18,452,300 - -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添富牛5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5% 15,015,845 - -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05% 13,695,112 - -

中国核工业集团 国有法人 0.04% 12,400,000 - -

股东情况的说明

1、HKSCC�Nominees�Limited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为代

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其他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参与者持有。 因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

求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 因此HKSCC�Nominees�Limited

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和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添富牛53号资产管理计划的

资产托管人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3月31

日

2016年@12月31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资产总计 2,805,702 2,696,951 4.0% 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资产的累积

负债合计 2,492,466 2,389,303 4.3% 保险责任准备金的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

益合计

309,087 303,621 1.8% 本报告期盈利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3月

31日止@3个月期

间

截至2016年@3月

31日止@3个月期

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 7,556 6,101 23.8%

总投资收益增加、业务结构改善以及传统险准备

金折现率假设更新的综合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49 5,251 17.1%

总投资收益增加、业务结构改善以及传统险准备

金折现率假设更新的综合影响

（2）会计报表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应收保费 24,395 13,421 81.8% 续期保费的累积效应

其他应收款 18,429 12,136 51.9% 应收投资申购款增加等因素导致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5,945 10,492 52.0% 短期险业务规模增长及业务序时进度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3月

31日止@3个月期

间

截至2016年@3月

31日止@3个月期

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926 (2,725) 不适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波动

保单红利支出 3,950 1,583 149.5% 分红账户投资收益率上升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年3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优化保险合同负债评估所适用折现率曲线有关

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23号），要求保险公司对财务报告目的下的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传统险折

现率假设（包括基础利率曲线和综合溢价）进行调整和优化，自2017年1月1日起适用。本公司根据相关规

定及上述通知，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发病率、费用假设、

退保率、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上述假设变更合计减

少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税前利润人民币13,289百万元。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A股上市前（截至2006年11月30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组设立公司时投入至公司

的土地使用权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共4宗、总面积为10,421.12平方米；投入至公司的房产

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房产共6处、建筑面积为8,639.76平方米。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诺：

自公司A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协助公司完成上述4宗土地和6处房产的权属

变更手续，如届时未能完成，则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 截至本报告期末，除深圳分公司的2宗房产及相

应土地因相关产权划分不清的历史原因暂未完成产权登记外，其余土地、房产权属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

毕。 公司深圳分公司持续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房产及相应土地，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司

使用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何质疑或阻碍。

深圳分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已向原产权人的上级机构就办理物业确权事宜发函，请其上报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请国资委确认各产权共有人所占物业份额并向深圳市国土部门

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情况，以协助本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办理产权分割手续。

鉴于上述2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由产权共有人主导，在权属变更办理过程中，因历史

遗留问题、政府审批等原因造成办理进度缓慢，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新作出承诺

如下：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将协助本公司，并敦促产权共有人尽快办理完成上述2宗房产及相应土

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手续，如由于产权共有人的原因确定无法办理完毕，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将采

取其他合法可行的措施妥善解决该事宜，并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本公司带来的损失。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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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4月14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7年4月

27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A18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董事长、执行董事

杨明生，执行董事林岱仁、许恒平、徐海峰，独立董事张祖同、Robinson� Drake� Pike（白杰克）、汤欣、梁

爱诗现场出席会议；非执行董事王思东、刘家德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分别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张祖

同、执行董事许恒平代为出席并表决。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杨明生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2017年一季度会计估计变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7年一季度会计估计变更详情请

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2017年1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偿二代）>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提名利明光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公司2016年度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投资锦绣项目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明生、刘家德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有关详

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公司2016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修订<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7－0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17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7年4月

27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A18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监事会主席缪平、

监事史向明、熊军红、詹忠、王翠菲现场出席会议。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和《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缪平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审核认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

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公司参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2016年度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2016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2017年内控评估工作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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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2017年3月31日寿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10,879百万元，增加2017年3月31日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2,410百万元，合计减少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税前利润人民币

13,289百万元。

一、概述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发病率、费用假设、退保

率、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内容。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7年3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优化保险合同负债评估所适用折现率曲线有关

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23号），要求保险公司对财务报告目的下的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传统险折

现率假设（包括基础利率曲线和综合溢价）进行调整和优化，自2017年1月1日起适用。本公司根据相关规

定及上述通知，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发病率、费用假设、

退保率、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上述假设变更增加2017年3月31日寿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10,879百万元， 增加2017年3月31日长期

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2,410百万元， 合计减少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税前利润人民币13,

289百万元。

本公司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议，均同意本公司对本项会计估

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3、本公司监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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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参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 ）拟于近期进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的股份

增发。 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为保持本公司

对广发银行的持股比例， 本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人民币7.01元的价格认购约1,869,586,305股广发银行

拟增发股份（“本次交易”或“本次投资” ），总对价约为人民币132亿元。 具体认购价格及认购数量将根

据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价格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将持有广发银行经增资扩股后的

43.686%股份，与本次交易之前本公司所持有的广发银行股份保持不变。 于本公告日，交易相关方尚未签

署相关交易协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锦绣项目的议案》，关

联董事杨明生、刘家德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通过参与广发银行的本次增资，本公司将继续保持对广发银行的现有持

股比例以及在广发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重大影响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综合竞争实

力、扩宽业务发展空间、提高本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存在行业方面、标的方面以及审批方面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发银行拟于近期增发股份，募集资金规模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为保持本公司对广发银行的持股比例，本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人民币7.01元的价格认

购约1,869,586,305股广发银行拟增发股份，总对价约为人民币132亿元。 具体认购价格及认购数量将根

据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价格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将持有广发银行经增资扩股后的

43.686%股份，与本次交易之前本公司所持有的广发银行股份保持不变。 于本公告日，交易相关方尚未签

署相关交易协议。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广发银行构成本公司之附属公司，且不影响本集团（本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由于本公司董事长杨明生先生担任广发银行董事长，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刘家德先生担任广发银行董

事，广发银行构成本公司在《上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与广发银行于过去12月内不存在其他资产收购、股权收购类关联交易。

本公司拟进行的本次交易无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广发银行成立于1988年，其前身为广东发展银行，是国内首批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其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5,402,397,264元，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法定代表人为杨明生，主要

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广发银行在中国境内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设立了804家营业机构，主要分布于珠三

角、长三角及环渤海等发达区域。 广发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业务、零售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业务，

以及大力发展中的网络金融业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广发银行经审计总资产约为人民币20,475.92亿

元、经审计净资产约为人民币1,059.74亿元。 2016年度，广发银行经审计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553.18亿

元、经审计净利润约为人民币95.04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标的

本公司拟以持股比例不变为原则认购广发银行拟增发的部分股份，本公司拟认购股份数约为1,869,

586,305股，具体认购数量将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认购价格

本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人民币7.01元的价格认购广发银行拟增发的部分股份， 具体认购价格将按照

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价格乃为广发银行向各股东的报价，该价格考虑了广发

银行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少量溢价而厘定。

（三）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约为人民币132亿元。

（四）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本公司将在相关交易协议签署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参与广发银行本次增资，本公司将继续保持对广发银行的现有持股比例以及在广发银行董事会

和管理层的重大影响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拓宽业务发展空间；有利于

提高本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缓解本公司资产配置压力。

五、本次交易的风险

（一）行业方面的风险

受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脱媒趋势等影响，银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面临资产质量下滑、增长速度放

缓、盈利能力下降等风险。

（二）标的方面的风险

广发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控、客户基础等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改善空间，潜在不良资产

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盈利产生一定冲击。

（三）审批方面的风险

本公司参与广发银行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及中国财政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机构审批，本公司最终能否完成本次交易和本公司实际出资

额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审议程序

（一）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锦绣项目的议案》，批准本公司以

不超过每股人民币7.01元的价格认购广发银行拟增发的股份，总对价约为人民币132亿元；授权本公司管

理层具体组织实施本次投资的所有相关事宜。 关联董事杨明生、刘家德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

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二）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

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

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报备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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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变更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4月27日，郑勇先生向本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辞呈，提出因工作安排调整申请不再担任董事会

秘书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规

定，该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郑勇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事项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 郑勇先生在担

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工作勤勉,尽职尽责，在推进公司治理、规范董事会运作、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加强投

资者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本公司董事会对郑勇先生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杨明生先生提名，并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批准，同意聘任利明光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利明光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在此期

间，本公司董事会指定利明光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利明光先生简历如下：

利明光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 自2014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自2012年3月起担任本公

司总精算师。 利先生1996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助理、公司精算责任

人、精算部总经理。199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获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货币

银行学专业精算方向获硕士学位，2010年获清华大学EMBA，2011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 利先

生拥有中国精算师（FCAA）和英国精算师（FIA）资格。曾任中国精算工作委员会首届主任、中国精算师

协会第一、二届秘书长，现任中国精算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特约常务理事。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江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申亚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陆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214,241,435.38 4,725,212,048.83 1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40,456,149.44 1,996,657,812.02 57.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57,103.93 -92,338,491.2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65,694.98 -23,313,904.3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8,447,684.43 104,669,951.51 691.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14,449,539.27 1,358,565,147.92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609,658.19 61,434,557.07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4,949,262.01 48,662,065.32 -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3.46 减少1.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9,128.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476,096.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951.04

所得税影响额 -4,548,621.17

合计 13,660,396.1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2,6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229,362,000 48.29 229,362,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PROVEN�SUCCESS�

INVESTMENTS�LIMITED

52,500,000 11.05 52,500,000 无 境外法人

陈红朝 49,098,000 10.34 49,09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168,000 8.88 42,168,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0,488,000 8.52 40,488,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翁江宏 6,384,000 1.34 6,38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庆涛 426,774 0.0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罗新高 263,200 0.0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廖海腾 183,200 0.0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卫国 164,100 0.0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庆涛 426,774 人民币普通股 426,774

罗新高 263,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200

廖海腾 1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200

张卫国 16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100

叶增强 1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700

刘雪相 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

练清玉 11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300

李马松 101,58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80

吴华亮 99,100 人民币普通股 99,100

武瑞祥 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9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系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

东；翁江宏与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江平、张江波兄弟系表兄弟

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会计报表科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860,631,861.98 1,110,439,603.36 67.56

主要为公司股票首发上市融资资金到位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279,757.29 19,677,881.67 -47.76 主要为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83,688,007.88 52,663,913.40 58.91 主要为在建的创意研发中心

商誉 113,119.50

2017年1月12日子公司宁波云鸟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以6.50万元收购上海煊依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收购日净资产 -4.81万元），

产生商誉 11.31万元。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340,000,000.00 -88.24 上市后资金充裕归还了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9,906,112.19 208,524,743.35 -47.29

主要为本报告期末余额中的未发年终奖余

额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03,879,929.10 154,835,127.52 -32.91

主要为本期收入和利润均比去年第四季度

减少， 因此应交所得税和应交增值税余额

均有所下降

应付利息 370,548.89 721,851.63 -48.67

主要为本期归还部分借款导致利息减少所

致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3,650,531.68 9,552,657.72 42.90

主要为2016年5月营改增后印花税等原计

入管理费用的税金现计入此科目，导致金

额增加；另一方面，本期毛利较去年同期增

加导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1,058,650.85 57,611,546.72 58.06

本期末存货规模虽有所下降， 但过季商品

占比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导致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增加

营业外支出 560,352.21 4,330,970.15 -87.06 主要为本期浙江省暂停征收水利基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187,157.43 31,245,530.68 -41.79

主要为母公司出现亏损导致所得税费用大

幅下降所致，导致亏损的原因为：1.线上线

下加大力度处理过季商品导致整体毛利

下降；2.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本期比去年同

期大幅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57,103.93 -92,338,491.22 不适用

主要为收入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

加，而在控制当季货品采购，改善存货状况

的方针下，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较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266,250.10 -23,313,904.32 不适用 主要为创意研发中心前期建设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8,447,684.43 104,669,726.51 691.49

主要为公司股票首发上市融资资金到位所

致

（2）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服饰运营 1,498,850,273.86 652,199,782.27 56.49 10.89 8.36 1.02

服饰制造 5,361,177.04 3,336,463.80 37.77 433.29 790.39 -24.96

报告期内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品牌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PEACEBIRD�女装 559,995,634.38 236,284,150.31 57.81 6.59 2.81 1.55

PEACEBIRD�男装 541,076,352.14 224,398,101.11 58.53 3.94 -0.34 1.78

乐町 LED’ IN女装 211,930,983.06 108,414,743.59 48.84 16.62 15.78 0.37

Mini�Peace童装 143,321,540.37 61,465,222.48 57.11 41.40 37.95 1.07

其他 42,525,763.91 21,637,564.77 49.12 87.82 148.38 -12.41

合计 1,498,850,273.86 652,199,782.26 56.49 10.89 8.36 1.02

说明：Mini� Peace与MATERIAL� GIRL两个品牌处于快速成长期，收入成本较去年

同期均增幅较大，其他主要系MATERIAL� GIRL。

报告期内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门店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直营店 701,938,642.16 246,340,131.52 64.91 2.89 5.56 -0.89

加盟店 389,812,212.36 183,211,221.81 53.00 4.08 -4.12 4.02

联营店 39,474,783.84 25,436,307.70 35.56 22.51 14.67 4.41

合计 1,131,225,638.36 454,987,661.03 59.78 3.88 1.87 0.79

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线上销售 367,624,635.50 197,212,121.24 46.36 39.96 27.04 5.46

线下销售 1,131,225,638.36 454,987,661.03 59.78 3.88 1.87 0.79

合计 1,498,850,273.86 652,199,782.27 56.49 10.89 8.36 1.02

说明：线上销售渠道保持快速发展，收入、成本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增长，随着规模增长

毛利率也有所提升。

报告期末实体门店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营销网络，营销终端覆盖街店、百货

店、购物中心等各类零售业态。 本报告期公司门店新开直营店38家，加盟店67家，联营店5

家；关闭直营店35家，加盟店187家，联营店22家；净减134家。 其中72家加盟闭店是因为上

年末系统数据未及时输入所致， 公司已采取措施对系统加强管控；10家闭店是因门店性质

变化造成，其余为计划开闭店。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的线下门店数量为4,145家，较上年同

期数增长9.05%。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宁波太

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500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42,000万元增加至47,500万元，已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F10001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于2017年3月8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性

质与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

的工商登记工作， 详见2017年3月22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注册资本等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2017年3月8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见2017年2月21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已置换募集资金57,143万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江平

日期 2017年4月26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兴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德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1,333,025,428.63 19,835,682,405.21 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52,808,016.53 3,850,263,649.96 5.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381,914.58 186,509,236.15 179.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874,401,470.84 3,192,494,361.94 8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687,966.92 118,071,516.13 7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5,665,702.08 86,418,527.62 12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4.44 增加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6 4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49,747.3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60,759.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26,517.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48,698.29

所得税影响额 -766,566.49

合计 6,022,264.8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存 货 1,653,239,369.68 1,091,471,831.47 51.47%

其他流动资产 162,322,435.50 113,259,188.78 43.32%

长期应收款 1,896,681,632.63 1,349,324,261.06 40.57%

长期待摊费用 36,384,457.33 21,054,045.32 72.81%

应付账款 5,048,864,006.45 3,223,453,282.80 56.63%

预收款项 1,678,272,656.87 2,413,949,364.31 -30.48%

应付职工薪酬 76,780,987.02 202,784,370.30 -62.14%

长期借款 850,964,570.00 590,131,300.00 44.20%

（1）存货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了乘用化改造和应对市场变化进行备货，库存

量增加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存货上升，留抵税金增加所致。

（3）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融资租赁业务量增大，应收客户本金及未

实现融资收益增加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融资租赁业务量逐渐增大，销售服务费

用增加所致。

（5）应付账款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产销量及库存备货增加，原材料购进增大，

滚动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较年初降低的主要原因：新增一条风光580生产线，产品发货周期缩

短，预收经销商货款减少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低的主要原因：上年末计提年终奖所致。

（8）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本年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比例

营业总收入 5,874,401,470.84 3,192,494,361.94 84.01%

营业总成本 5,522,314,530.77 3,052,451,347.64 80.91%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4,575,640,892.54 2,462,350,198.29 85.82%

其他业务成本 71,461,012.28 51,750,679.02 38.09%

税金及附加 224,985,909.90 89,758,235.88 150.66%

销售费用 340,868,073.52 235,452,003.17 44.77%

管理费用 240,275,917.33 190,455,452.35 26.16%

财务费用 3,436,998.03 19,150,137.50 -82.05%

资产减值损失 65,645,727.17 3,534,641.43 1,757.21%

投资收益 1,692,773.29 3,113,381.63 -45.63%

营业外收支净额 9,237,529.62 31,042,215.74 -70.24%

净利润 286,636,979.31 134,479,316.05 113.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687,966.92 118,071,516.13 70.82%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产品结构调整，售价较高的产品销售

占比上升以及整车销量增加所致。

（2）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产品结构调整，单车成本较高的产

品销售占比上升以及整车销量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整车产品结构调整,销售大排量车

型占比增大,消费税及附加税费增加,以及2016年5月1日起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等税种在“税金及附加” 项目列报所致。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整车销量同比上升，整车运费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产品研发费用以及无形资产摊销增加

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支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上年1季度取得土地出让收益所致。

（8）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汽车整车销量及发动机板块销量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1,381,914.58 186,509,236.15 334,872,678.43 179.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7,113,616.15 -166,099,718.52 118,986,102.37 71.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8,196,958.67 11,330,664.23 306,866,294.44 2,708.28%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汽车整车及发动

机销量有较大幅度增长，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收到政府回收马

鞍山小康土地、厂房等长期资产款项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本年1季度银行借

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兴海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