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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一、报告目的 

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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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保监产 2006[680 号]），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

下简称交强险）业务责任准备金进行评估，完成法定准则下交强险业务的评估。 

此外，根据财政部 2009 年 12 月颁发的《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2009]15 号）以及保监会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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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对交强险合同准备金进行

评估。 

二、评估范围 

本报告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部交强险业务再保险

前、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进行评估。未决赔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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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费用准备金包括直

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和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三、数据核对 

我们对本报告所使用的全部业务数据和公司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核对，包括近四年承保

保费收入和已决赔款支出数据，见表 1： 

 

表1  业务、财务保费收入、赔款支出数据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业务数据 

2014 年 68,820 43,864 
2015 年 73,045 49,094 
2016 年 96,974 56,488 
2017 年 111,255 65,433 

财务数据 

2014 年 68,822 43,864 
2015 年 73,047 49,113 
2016 年 96,974 56,474 
2017 年 111,255 65,442 

相差百分比 2014 年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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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00% -0.04% 

2016 年 0.00% 0.02% 

2017 年 0.00% -0.01% 

备注：（1）表1中“相差百分比”=“业务数据”/“财务数据”-1；（2）计算结果可能有

进位偏差;（3）2017年数据均采用不含税值。 

用于本报告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在保费收入上基本一致，赔款支出略有偏差。造成赔

款支出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是业务数据结案时间与财务赔款支付挂账时间存在些许差异，造

成业财已决赔款的差异。 

有鉴于此，本次准备金评估时已充分考虑了业财赔款数据的差异。评估过程符合精算分

析对于数据的要求标准。 

四、业务状况 

1.保费收入分布 

下表从车型结构及地区分布两方面展示了近四年公司交强险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表2  交强险近几年车型结构占比 

（保费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年度 

家庭自

用车 

非营业

客车 

营业

客车 

非营业货

车 

营业

货车 

特种

车 

摩托

车 

拖拉

机 

挂

车 合计 

2014 55% 5% 5% 11% 18% 1% 2% 3% 0% 100% 

2015 54% 5% 6% 10% 18% 1% 2% 4% 0% 100% 

2016 52% 4% 8% 10% 22% 1% 1% 2% 0% 100% 

2017 43% 3% 8% 12% 30% 2% 1% 0% 0% 100% 

 

 

表3  交强险近几年保费区域分布变动一览表 

（保费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东部 西部 中部 合计 

2014 年 
保费收入 9,375 14,054 45,391 68,820 
结构占比 13.6% 20.4% 66.0% 100.0% 

2015 年 
保费收入 10,483 12,602 49,961 73,045 
结构占比 14.4% 17.3% 68.4% 100.0% 

2016 年 
保费收入 13,302 16,553 67,120 96,974 
结构占比 13.7% 17.1% 69.2% 100.0% 

2017 年 
保费收入 15,159 14,969 81,126 111,255 
结构占比 13.6% 13.5% 72.9% 100.0% 

注： 为与财务口径保持一致，2017年度保费均为不含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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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保理赔程序的变化情况 

本年度公司核保程序、理赔程序较去年基本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理赔流程改善、检

查力度加强，压缩理赔水分。年内公司继续加强理赔管理，理赔速度较以往有所改善,同时

加大了对以往年度长期未决赔案的清理，对未决估损不足案件的修正。 

3.再保险情况说明 

公司交强险业务全部自留，交强险再保前后所有数据保持高度一致。 

五、评估结果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准则下，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取交强险再保前

（后）非寿险业务准备金 10.35 亿元。会计准则下，提取交强险再保前（后）责任准备金 9.92

亿元，具体如下： 

（一）两种准则下交强险业务准备金评估结果 

表 4  2017 年年度交强险业务准备金评估情况 

评估日期：2017.12.31                               单位：万元（人民币） 

  法定准则 会计准则 

未决赔款准备金      47,033       46,940  
 已发生已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37,422       37,422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7,492        7,400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512          512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1,606        1,605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6,511       52,252  
    
保费不足准备金         2,565  
合计     103,544       99,192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2.交强险未分保，再保前后数据完全一致。 

 

为保持与理赔系统数据的对应关系，已发生已报告赔款采用系统记录的原始数据。会计

准则（2 号解释）所要求的贴现及计算风险边际过程运用于整体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所有未来

现金流，而其影响集中体现于 IBNR 数据中。 

（二）关于评估结论的说明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基于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业务数据和发展情况，采

用一定的假设，对公司各险种经营现状和未来趋势做出的估计。依据我们的判断，我们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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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作出了合理的假设，在现有的数据条件下，我们认为达到的结论是合理

的。尽管如此，由于假设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今后实际的赔付情况有可

能与我们现在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我们目前无法预见的：法律规定的改变、赔偿标准的变化、社会

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还有索赔人对处理赔偿结案的态度等。 

我们没有为其他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交强险承保成本的影响

作出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这些因素对未来的出险频率、案均赔款及风险保费

的影响与这些因素在公司历史数据内所含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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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定准则下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评估 

（一）数据基础 

1．数据来源。本次评估数据来自于准备金系统，并且使用业务数据进行了验证。 

2．数据范围。公司的全部交强险业务在截至评估日的有效保单部分。 

3．数据提取。对公司经营的交强险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并尚未终止

的保单分车型、机构、业务来源等逐单提取。 

（二）评估方法 

1．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交强险采用三百六

十五分之一法按天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计算方法说明。 

每张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保费收入×（2017 年 12 月 31 日后剩余期限/保险期限） 

3．本次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评估没有进行贴现。 

（三）评估结果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法定准则下公司共提取交强险再保前（后）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 5.65 亿元人民币。 

（四）保费不足准备金的评估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应不低于以下两者中较大者： 

①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与费用扣除相关投资收入之后的余额； 

②在责任准备金评估日假设所有保单退保时的退保金额。 

当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时，应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提取的保费不足准备金应能弥补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上述两者较大者之间的差额。 

在这里，按照两条测试标准分别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比较，取其较大的保费不足准

备金作为最终的保费不足准备金。 

首先，由于退保时是按照日费率退还保费的，假设在准备金评估日所有保单发生退保，

则退保金额就相当于按照 1/365 法计算出来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所以从退保的角度来看，

保费不足准备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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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预测未来发生的赔款和费用来测试保费不足准备金。预期投资收入根据公司

可运用资金的一定比例，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具体险种。 

1、假设 

（1）预期最终赔付率：85%    

（2）维持费用率：2.03% 

（3）预期投资收益率：4.5% 

2、测试过程 

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何如上假设的基础上，采用预测未来赔款和费用的方法来评估保费

不足准备金。 

计算公式如下： 

预期赔款+预期费用-预期投资收入 

=未满期保费×预期赔付率+未满期保费×预期费用率-预期投资收入 

保费不足准备金测试具体过程见下表： 

表 5  保费不足准备金测试过程 

评估日：2017.12.31          单位：万元（人民币） 

 

注：（5）=（1）×（2）；（6）=（1）×（3）；（7）=（1）×（4）/2； 

（8）=（1）-（5）-（6）+（7）。 

测试结果表明，公司交强险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准则下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充

足，不需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 

（一）数据基础 

1．数据来源 

评估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数据基础主要是已决赔款、未决赔款、再保前后的保费收入等，

数据来源于公司核心业务系统。 

2．数据范围 

公司的全部业务在截至评估日的承保数据和理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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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提取 

关于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4 点之前已报案未结案的案

件，分机构、分车型逐单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根据已决赔款和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进展情况采用流量法评估得到。 

4.大赔案数据 

交强险最大赔案不超过赔偿限额，故在进行各险类赔款流量的分析与发展因子的选择时，

未单独考虑大赔案对赔款发展模式产生的影响。 

（二）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评估 

1．一般性说明 

（1）本次评估的数据范围：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报案的案件不在评估范围。 

（2）此次法定准则下未决赔款准备金没有进行贴现。 

2．评估方法 

使用逐案估计法评估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三）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评估 

1．一般性说明 

（1）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使用已决流量数据进行评估，采取基本链梯法与 B-F

法两者基于最佳评估原则谨慎评估。 

（2）此次法定准则下未决赔款准备金没有进行贴现。 

（3）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出险的案件不在评估范围之内。 

2．评估假设 

（1）未来四年内社会、法律以及经济环境基本保持不变； 

（2）不存在任何潜在类型的索赔（如工业疾病、环境污染等）； 

（3）未来四年内对于现有产品保单条款的解释基本保持不变； 

（4）公司的理赔政策在未来四年内不会发生较为重大的变化； 

（5）公司承保的业务质量与行业其他公司承保的业务质量大体一致。 

3．计算方法说明 

（1）基本链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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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已决赔款流量法评估，以季度为进展单位进行有效评估。发展因子的选择以历史数

据的平均水平为基础，同时考虑数据波动的季节性影响。对于明显异常的历史数据，进行了

适当的调整并且考虑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2）B-F 法 

B-F（Bornhuetter-Ferguson）方法，通过已决赔款及其在未来的期望发展估计终极损失。 

（四）理赔费用准备金的评估 

理赔费用包括直接理赔费用和间接理赔费用，直接理赔费用包括：查勘费、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公估费、检验费、代理费和其它费用；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理赔部门的

整体运营费用，包括理赔部门的薪津、办公费用、数据处理费用、理赔系统改造费用等，不

能分摊给具体赔案，也称不可分摊费用。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评估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采取比例法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直接理赔费用率选取依据：滚动 12 个月内已决案件对应的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

比率，本次评估交强险直接理赔费用率为 1.1%。 

已发生已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数据从业务系统中逐单提取；直接理赔费用准备

金减去已发生已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剩余部分为已发生未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评估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间接理赔费用率选取依据：滚动 12 个月内发生的客服人力成本等间接理赔费用与滚动

12 个月内已决赔款的比率，本次评估交强险间接理赔费用率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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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计准则下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一）评估方法说明 

1.评估假设 

（1）公司交强险核保与理赔的相关制度及流程不发生显著改变 

（2）交强险政策、法律环境不发生显著改变 

2.基本假设选取依据 

（1）首日费用率 

（手续费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保险监管费+分保费用支出+支付给以

销售代理方式管理的内部员工的手续费和佣金）÷保费收入 

（2）直接理赔费用率 

提取已决赔款及相对应的直接理赔费用（剔除客服人力成本后），计算直接理赔费用率。 

（3）间接理赔费用率 

提取已决赔款及相对应的间接理赔费用，计算间接理赔费用率。其细则如下： 

A：选取业务及管理费用中归属于承保费用的所有费用科目明细（判断依据：根据险种

类别，非保险产品代码数据予以剔除） 

B:根据部门查询，选取所有理赔部门发生的费用，确认为是公司的间接理赔费用。 

C:根据上报保监会的费用分摊方案得出交强险间接理赔费用。 

D：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年内将客服人力成本一并计入赔款，将这部分客服人力成

本仍作为间接理赔费用的一部分。 

E:根据间接理赔费用实际发生数/已决赔款数 

(4)维持费用率 

提取已赚保费及相对应的维持费用，计算维持费用率。其细则如下： 

A:首先计算保险业务需要承担的业务及管理费用 

保险业务承担的业务及管理费=全部业务及管理费-投资费用（含分摊）-其他业务的业

务及管理费（含分摊） 

B:将保险业务承担的业务及管理费分为：“已经包含在首日费用中的费用”、“理赔直接

相关的费用”和“其他业务及管理费用”。其中：“已经包含在首日费用中的费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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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销售代理方式管理的内部员工的手续费和佣金”+“保险保障基金”+“保险监管费”+

“保险业务印花税”；理赔直接相关的费用为公司全辖理赔部门发生的费用（具体为核算中

直接归集到理赔部门的业务及管理费）；“其他业务及管理费”=“保险业务承担的业务及管

理费”-“已经包含在首日费用中的费用”-“理赔直接相关的费用” 

C:将“其他业务及管理费用”区分为：“明显不属于维持活动的费用”和“待分摊的共

同维护费用”。其中：“明显不属于维持活动的费用”=“销售人员基本工资、福利及社保”

+“销售人员展业费用”+“新建机构开办费用”+“广告宣传费用”+“总经理室奖励费用”

+“其他与维持活动不相关的费用”（“其他与维持活动不相关的费用现在我公司没有）；“待

分摊的共同维护费用”=“其他业务及管理费用”-“明显不属于维持活动的费用” 

D: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待分摊的共同维护费用”分成，“新增保单活动应承担的费用”

和“保单维持活动应承担的费用”。具体计算公式如下：“保单维持活动应承担的费用”=“待

分摊的共同维持费用”*（当期新增批单件数+（当期新增赔案件数+期初未决件数-期末未决

件数））/（当期新增保单件数+当期新增批单件数+（当期新增赔案件数+期初未决件数-期末

未决件数）） 

3.风险边际率及其选定依据 

风险边际率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为 3%。 

风险边际：未来现金流的无偏估计×风险边际率 

4.久期计算及贴现率的选取 

(1)久期：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分布计算久期 

(2)选择贴现率：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风险溢价（120BP） 

风险溢价主要包含税收调整和流动性风险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从税收因素方面，政

策性金融债与国债间的利差均值大约为 60BP，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税收因素引起；第二，

从流动性风险方面，根据 09 年末可以观察的最新信息，我们选取两个相同信用评级（AAA）、

相同期限（5+5 形式）、发行时间相近的次级债券样本：09 农行 011 债券和平安财险次级债，

其收益率相差 90BP，对 09 农行 011 债券来讲其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的，具有流动性，

而平安财险次级债是采用私募的方式发行的，没有市场可以流通（没有流动性，或者流动性

较差，与保险负债相比，其流动性要高于保单负债），所以这两只债券的发行利率的差异，

我们就认为是市场对流动性溢价的定价，这两只债券的利率差异是 90BP，所以我们也选择

了 90BP 作为衡量我公司保单负债流动性风险的溢价。综上分析，按照浮动不超过 120B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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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我公司在国债基准贴现率的基础上附加 120BP 的风险溢价。 

（二）评估结果及充足性测试 

1.未来现金流的无偏估计为利用 Bootstrap 随机模型计算 100 万次结果的平均值； 

2017 年交强险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计算公式如下： 

久期贴现率）（

风险边际未来现金流的无偏估计

+
+

1  
表 6 交强险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参数及结果 

无偏估计 47921.4  
风险边际率 3% 

久期 0.95  
选择贴现率 3.90% 

维持费用率 2.03% 

直接理赔费用率 1.14% 

间接理赔费用率 6.13% 

负债合理估计(折现) 52252.1  

 

2.保单负债的校验标准：1/365 法下的未到期保费×（１－首日费用率） 

3.当保单负债的校验标准大于等于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时，计其差额为剩余边际，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为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与剩余边际之和。 

4.当保单负债的校验标准小于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时，计其差额为保费不足准备金，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为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 

表 7 交强险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参数及结果 

负债合理估计(折现) 52252.1  
首日费用率 12.08% 

未到期保费 56511.1  
校验标准 49687.1  

剩余边际 0.0  
保费不足准备金 2565.0  
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2252.1  

综上，会计准则下，我公司 2017 年度交强险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23 亿元。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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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方法说明 

1.评估假设及选取依据 

(1)公司交强险核保与理赔的相关制度及流程不发生改变 

(2)历史数据中出现的异常数据在判断其不会未来继续发生的情况下予以剔除 

(3)交强险政策不发生改变 

2.风险边际 

风险边际率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为 2.5%。 

风险边际：未决赔款的无偏估计×风险边际率 

3.久期计算及贴现率选取 

(1)久期：按照未决赔款无偏估计的分布计算久期 

(2)选择贴现率：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风险溢价（120BP） 

风险溢价主要包含税收调整和流动性风险两个方面。首先，从税收因素方面，政策性金

融债与国债间的利差均值大约为 60BP，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税收因素引起；第二，从流

动性风险方面，根据 09 年末可以观察的最新信息，我们选取两个相同信用评级（AAA）、

相同期限（5+5 形式）、发行时间相近的次级债券样本：09 农行 011 债券和平安财险次级债，

其收益率相差 90BP，对 09 农行 011 债券来讲其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的，具有流动性，

而平安财险次级债是采用私募的方式发行的，没有市场可以流通（没有流动性，或者流动性

较差，与保险负债相比，其流动性要高于保单负债），所以这两只债券的发行利率的差异，

我们就认为是市场对流动性溢价的定价，这两只债券的利率差异是 90BP，所以我们也选择

了 90BP 作为衡量我公司保单负债流动性风险的溢价。综上分析，按照浮动不超过 120BP 的

规定，我公司在国债基准贴现率的基础上附加 120BP 的风险溢价。 

（二）评估结果及终极赔付率情况 

未决赔款的无偏估计为利用 Bootstrap 随机模型计算 100 万次结果的平均值； 

久期贴现率）（

风险边际估计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无偏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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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交强险会计准则下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参数及结果 

无偏估计 44914.5  
风险边际率 2.50% 

久期 0.7 
选择贴现率 3.88% 

直接理赔费用率 1.14% 

间接理赔费用率 6.13% 

负债合理估计（折现） 46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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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对以往年度法定准备金评估情况的回溯 

指标定义及口径说明 

指标一：截至 2017 年 4 季度的 2016 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所对应的已决赔款和未决赔款

准备金之和。 

指标二：截至 2017 年 4 季度末的 2015 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所对应的已决赔款和未决赔

款准备金之和。 

上述均包含理赔费用及理赔费用准备金。 

表 9  渤海保险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偏差分析表 

（单位：万元，%） 

 

指标一 指标二 上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 偏差率 1 前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 偏差率 2 
39,458 32,036 42,277 -6.67% 49,044 -35% 

注：偏差率1=指标一/2016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1 
偏差率2=指标二/2015年末未决赔款准备金-1 

 

根据法定准则回溯情况可知，我司 2016 年度及 2015 年度未决准备金评估充足，目前均

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有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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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终极赔付率 

根据交强险各项责任准备金评估情况，法定准则下交强险各半年度终极赔付率情况如下： 

表 10  渤海保险交强险各半年度终极赔付率一览表 

事故期间（每半年） 已赚保费 总损失 损失率 

2015H1    34,789   23,964 68.9% 

2015H2    37,477   28,864 77.0% 

2016H1    34,323   26,527 77.3% 

2016H2    42,972   37,311 86.8% 

2017H1    50,452   34,294 68.0% 

2017H2    54,309   38,76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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