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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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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吴太石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赵广杰

1.3� 公司负责人晏志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定乾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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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86,512,164,611.88 331,478,097,809.67

286,756,739,

034.43

1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541,241,081.26 50,977,433,701.28 40,081,806,949.40 14.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3,761,288.45 3,018,480,902.46 2,112,825,775.09 -28.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44,933,140,564.96 132,020,686,512.83

116,188,497,

787.34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8,494,416.54 4,864,330,008.07 3,325,624,142.31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53,815,633.38 3,269,482,333.89 3,269,482,333.89 2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1 10.87 9.50

减少0.76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05 0.3537 0.3464 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05 0.3537 0.3464 1.94

注：2015年度同一控制下购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水电工程顾问

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勘测设计企业100%股权及德昌风电开发有限公司75%股权，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对上年同期、上年末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766,840.89 -34,890,040.6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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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54,973.36 108,416,023.6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641.67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19,803,419.71 976,909,466.1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977,900.80 -21,782,771.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7,604.73 2,792,929.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940,844.22 -20,954,573.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21,607.87 -5,812,891.33

合计 22,265,283.00 1,004,678,7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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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4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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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10,634,770,776 77.32 10,454,633,484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11,264,380 2.99 0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12,219,200 0.82 0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

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66,225,861 0.48 0 未知 /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41,606 0.3 0 未知 /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30,272,368 0.22 0 未知 /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易方达基金 －农业 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2,917,800 0.17 0 未知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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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1,264,380 人民币普通股 411,264,380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0,137,292 人民币普通股 180,137,29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2,2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219,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66,225,861 人民币普通股 66,225,86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41,606 人民币普通股 41,341,60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272,368 人民币普通股 30,272,368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9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1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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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置5号

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0 3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金盛添利1号单一资金信

托

6,000,000 3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乾元” 货币市场理财产

品债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4,000,000 2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粮信托·投资1号资金信

托计划

4,000,000 2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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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原因

预付款项 18,005,411,912.12 12,377,946,318.91 45.46 预付工程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5,269,492,889.14 10,835,838,382.75 40.92 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

开发支出 51,675,546.80 30,248,590.89 70.84 研发投入加大

长期待摊费用 340,661,393.36 207,669,088.89 64.04 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费用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1,844,403.34 342,410,294.79 72.85 预付的股权收购款

短期借款 27,643,999,553.35 15,773,033,529.90 75.26 业务发展导致对外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 2,183,170,232.47 3,241,862,033.29 -32.66 缴纳的税金增加

应付股利 755,195,076.49 1,568,342,468.65 -51.85 对外支付股利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6,055,274,269.19 14,759,722,313.54 -58.97 归还了一年内到期的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5,129,425,846.79 7,596,594,479.23 -32.48 归还了（超）短期融资券

长期借款 110,467,038,183.24 80,571,829,348.84 37.1 业务发展导致对外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17,347,730,498.08 13,344,834,714.22 30 业务发展导致对外借款增加

长期应付款 4,425,860,852.22 2,710,992,968.06 63.26

应付融资租赁款及分期付款购入固

定资产应付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7,859,160.84 86,184,222.11 83.16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股本 13,754,633,484.00 9,600,000,000.00 43.28 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其他权益工具 9,005,364,875.64 3,059,024,875.64 194.39 新增优先股及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581,380,866.66 19,395,485,350.33 -35.13

同一控制下合并八家设计企业及德

昌风电开发公司冲减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267,571,977.45 152,619,314.96 75.32 计提尚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用增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66,389,561.73 846,663,480.67 -80.35

去年同期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计

提了大额坏账准备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58,791.76 -4,425,461.88 60.26 去年同期远期结汇交割

投资收益 101,227,075.01 77,125,786.14 31.25 参股投资的联营企业经济效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99,718,661.35 71,918,356.01 38.66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457,422,100.60 264,622,084.82 72.86 非全资子公司盈利较去年同期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236,997,713.57 31,553,449.36 651.1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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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83号）核准，

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优先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2,000万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扣除相关承销及保荐费用

0.4006亿元（其中0.4亿元已扣除，0.0006亿元尚未扣除）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5994亿元。 上述资金于2015年9月18日到账，已经中天运审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中天运[2015]验字第90043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

存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本次优先股登记及挂牌转让工作，并及时公告。 具体内

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国电建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书》，

以及于2015年10月21日披露的《中国电建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挂牌转让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7月8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不减持公司股票

的承诺函，电建集团承诺:对于所持有的将于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到期可

售的公司股份，电建集团在此期间不减持该等股份；对于所持有的公司其他股份，电建集团

将继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之前作出的相关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内容详见我公

司于2015年7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电建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其他承诺事项详见我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中国电建2015年半年度报告》之“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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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晏志勇

日期 2015-10-31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15-07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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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15年10月28日以现场会议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海赋国际大厦召

开。 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

独立董事吴太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赵广杰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晏志勇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安徽池州灰岩矿项目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参与安徽池

州神山灰岩矿采矿权竞拍。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眉山市彭山区土地一级开发整理

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按照70%、30%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眉山市彭山区青龙镇先锋村顺

河坝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12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西昌风电一期（黄水、洼脑）

95MW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下属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西昌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按照55%、40%、5%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西昌风电一期（黄水、洼

脑）95MW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82,570.16万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拟投资云南省双柏县大庄

27MW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下属间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与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按照80%、20%的持股比

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云南省双柏县大庄27MW并网光伏电站项目，项目总投资

额不超过25,501.56万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拟投资西北格尔木

20MW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青海

省电力设计院按照70%、30%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西北格尔木20MW并

网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19,496.42万元人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

青海省电力设计院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西北格尔木20MW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方

案切实可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的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

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联董事晏志勇、马宗林、孙洪水、王宗敏回

避了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拟投资浙江省桐乡

市洲泉一期2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桐乡

市临杭经济区新市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按照90%、10%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资

建设浙江省桐乡市洲泉一期2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17,632万元

人民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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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国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艳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徐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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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735 825,100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7,014 117,131 8.4

每股净资产(元)（注） 14.02 12.93 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305 30,656 (2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 3.38 (2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3,301 165,666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036 8,960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982 8,903 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3 8.5 增加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66 0.99 6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66 0.99 6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注）

1.65 0.98 6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注）

12.2 8.4 增加3.8个百分点

注：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 2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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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4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8 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7) (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3) (3)

合计 4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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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2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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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772,348,236 30.59 无 境外法人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284,277,846 14.17 质押 189,717,800 国有法人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1,225,082,034 13.5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68,828,104 5.17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424,099,214 4.68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270,954,900 2.99 无 国有法人

上海久事公司 250,949,460 2.77 无 国有法人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156,684,390 1.73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10,741,200 1.22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5,379,031 1.16 无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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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772,348,2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72,348,236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284,277,846 人民币普通股 1,284,277,846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1,225,082,034 人民币普通股 1,225,082,034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8,828,104 人民币普通股 468,828,104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24,099,214 人民币普通股 424,099,21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0,95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954,900

上海久事公司 250,949,460 人民币普通股 250,949,460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156,684,390 人民币普通股 156,684,39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0,7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741,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5,379,03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5,379,0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两者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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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经营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604.18亿元，同比增长5.9%。 其中：太

保寿险实现业务收入895.52亿元，同比增长10.9%；太保产险实现业务收入707.93亿元，同

比增长0.2%。

太保寿险

2015年前三季度，太保寿险实现业务收入895.52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新保业

务收入317.60亿元，续期业务收入577.92亿元。 个人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实现新保业务收

入247.80亿元，同比增长66.5%。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9月30日止9个月 2015年 2014年 同比(%)

个人业务

保险业务收入 75,560 57,379 31.7

新保业务 24,780 14,887 66.5

期缴 23,924 13,994 71.0

趸缴 856 893 (4.1)

续期业务 50,780 42,492 19.5

法人渠道业务

保险业务收入 13,992 23,376 (40.1)

新保业务 6,980 13,487 (48.2)

期缴 954 1,170 (18.5)

趸缴 6,026 12,317 (51.1)

续期业务 7,012 9,889 (29.1)

合计 89,552 80,755 10.9

注：去年同期数据已重述。

太保产险

2015年前三季度，太保产险实现业务收入707.93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车险业务

收入546.32亿元，同比增长0.4%；非车险业务收入161.61亿元，同比下降0.6%。 电网销业务

保持较快发展，收入达到130.30亿元，同比增长12.2%；交叉销售业务收入为30.98亿元，同

比增长14.5%，电网销及交叉销售收入占太保产险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22.8%。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9月30日止9个月 2015年 2014年 同比(%)

保险业务收入 70,793 70,664 0.2

机动车辆险 54,632 54,410 0.4

非机动车辆险 16,161 16,254 (0.6)

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2015年9月30日，集团管理资产达到10,684.1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7.3%，其中：

集团投资资产8,382.1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0%；第三方管理资产2,301.97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54.9%。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

集团管理资产 1,068,415 910,542 17.3

集团投资资产 838,218 761,886 10.0

第三方管理资产 230,197 148,656 54.9

太保资产第三方管理资产 145,853 89,841 62.3

长江养老投资管理资产 84,344 58,815 43.4

集团投资资产投资组合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5年9月30日 占比(%)

占比较上年

末变化(pt)

金额较上年

末增减(%)

投资资产（合计） 838,218 100.0 - 10.0

按投资对象分

固定收益类 701,831 83.7 (3.0) 6.2

－债券投资 431,119 51.4 (3.8) 2.6

－定期存款 165,489 19.8 (1.9) -

－债权投资计划 50,719 6.1 (0.2) 6.6

－理财产品注1 22,109 2.6 1.4 134.0

－优先股 8,699 1.0 1.0 /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注2 23,696 2.8 0.5 32.9

权益投资类 99,980 11.9 1.3 24.1

－基金 42,246 5.0 0.6 26.5

－股票 30,426 3.6 (0.2) 4.8

－理财产品注1 11,627 1.4 0.4 54.8

－优先股 1,900 0.2 0.2 /

－其他权益投资注3 13,781 1.7 0.3 29.8

投资性房地产 6,399 0.8 (0.1) (2.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0,008 3.6 1.8 113.7

按投资目的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1,601 2.6 0.3 21.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3,939 23.1 1.2 16.4

持有至到期投资 311,645 37.2 (3.8) (0.1)

长期股权投资 270 - - 2.3

贷款及其他注4 310,763 37.1 2.3 17.2

注：

1、理财产品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

2、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包括存出资本保证金及保户质押贷款等。

3、其他权益投资包括非上市股权等。

4、贷款及其他主要包括定期存款、货币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保户质押贷款、存出

资本保证金、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四、重要事项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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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年 2014年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9月30日 12月31日 (%)

货币资金 17,611 11,220 57.0 时点因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397 2,822 339.3 短期资金融出业务增加

应收保费 8,177 4,703 73.9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保户质押贷款 17,758 12,253 44.9 业务增长

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 85,171 61,259 39.0 债权投资计划、理财产品投资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3 148 70.9 投资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预收保费 3,944 7,860 (49.8) 时点因素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3,592 2,199 63.3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应交税费 5,746 3,029 89.7 业务增长及盈利季节性变动因素

应付利息 534 366 45.9 应付次级债利息增加

保费准备金 145 111 30.6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87 1,628 (33.2) 投资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其他负债 21,462 8,879 141.7 应付第三方产品委托人款项增加

利润表项目

2015年 2014年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1-9月 1-9月 (%)

分保费收入 168 116 44.8 分入业务增长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98) (5,756) (87.9) 保险业务增速下降

投资收益 43,830 28,538 53.6 买卖价差收益增加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8 - /

权益法核算2014年4季度新增联营企

业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1,343) 672 (299.9) 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波动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706 1,103 (36.0) 业务变化影响

提取保费准备金 (35) (20) 75.0 业务增长

保单红利支出 (5,111) (3,584) 42.6 业务增长

其他业务成本 (3,064) (2,125) 44.2 保户投资款支出增加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34) (3,865) (88.8) 投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所得税 (5,511) (2,814) 95.8 应税利润增加

其他综合损益 (624) 7,235 (10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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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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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国富

日期 2015-10-31

证券代码：601601�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2015-045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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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

2015年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高国富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3人，亲自出

席会议的董事13人。公司监事、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外部审计机构对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管人员进行审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裁顾越离

任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孙培坚离任

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601�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2015-046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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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

2015年10月30日在深圳召开。会议由戴志浩监事会主席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亲自

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其中：袁颂文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宋俊祥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裁顾越离

任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孙培坚离任

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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