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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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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2 年第

一季度报告》。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人。 

1.3 本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 本公司负责人孔庆伟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精算师张远瀚先生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徐蓁女士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 主要财务数据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2 年 1-3 月 较 2021 年 1-3 月增/(减)(%) 

营业收入 146,554 (3.1) 
净利润注 5,437 (3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注 5,396 (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89 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注 0.57 (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注 0.57 (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注 2.4 (1.5pt)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年

末增/(减)(%) 
总资产 2,025,715 1,946,164 4.1 
股东权益注 221,507 226,741 (2.3) 

注：以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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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3 月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52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9)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额 (16)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1) 

合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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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公司作为综合性保险集团，投资业务是本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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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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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 

 

2.3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净利润注 (36.4) 投资收益减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注 (36.4) 投资收益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注 (3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稀释每股收益(元)注 (3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注 (3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注：以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3 股东信息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无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175,250 家（其中 A 股股东 171,077 家，H 股股东 4,173 家）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股份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8.82% 2,772,582,429 -97,600 - - H 股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9% 1,326,776,782  - - - A 股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5% 1,284,277,846  - - - A 股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7% 584,112,339  - - - A 股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7% 468,828,104  - - - A 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82% 271,089,843  - - - A 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98% 190,227,978  -7,500,563 - - A 股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 160,000,000  - - - A 股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 1.56% 149,838,515  -202,390 - - A 股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115,181,140  - - - A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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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获知上述股东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

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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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 股）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H 股）

的登记股东名册排列，A 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质。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客户持有。因联交所并不要求客户向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申报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的规定，当其持有股份的性质发生变化（包括股份被质押），大股东要向联交

所及公司发出通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知悉大股东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发出的上述通知。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5、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为本公司 GDR 存托人，GDR 对应的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依法登记在其名下。根据存托人

统计，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 GDR 存续数量为 29,967,703 份，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 GDR 实际发行数量的

26.84%。 

 

 

§4 季度经营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496.54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太保寿

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994.50 亿元，同比增长 4.2%；太保产险注 1 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498.64

亿元，同比增长 14.0%。集团实现净利润注 2 54.37 亿元，同比下降 36.4%。 

注： 

1、本报告有关太保产险数据为太保产险及其控股子公司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数据。 

2、以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太保寿险 

太保寿险始终遵循行业发展规律，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一季度实现保险业务收

入 994.50 亿元，同比增长 4.2%。今年以来，全国疫情多点爆发，经济增长整体承压，行

业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推动业务发展节奏更加均衡，同时进

一步夯实代理人队伍。代理人渠道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793.20 亿元，同比下降 10.0%。 

公司持续深化转型，年初全面启动实施“长航行动”一期工程，打造“三化五最”的

职业营销，聚焦核心人力，推动队伍成长，提升队伍产能，开局良好。在具体举措方面，

公司推出“芯”基本法，牵引队伍行为改变，优化招募系统与工具，打造需求导向的销售

支持系统，升级代理人支持平台“科技个险”，完善训练体系，加快职场升级。一季度，

公司业务及队伍发展逐月向好，代理人月人均首年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9.9%；核心人

力环比提升，核心人力的人均产能同比、环比均提升，“芯”基本法牵引效果逐步显现。

新人留存持续优化，业务品质显著改善，13 个月保单继续率 89.0%，同比提升 5.3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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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构建多元化渠道格局，银保业务聚焦战略渠道，聚焦价值，加快“芯”业务模式

打造，一季度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16.66 亿元，同比增长 892.9%。团险业务加强职团项目

开拓，推进新模式塑型，一季度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84.43 亿元，同比增长 39.1%。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保险业务收入 99,450 95,438 4.2 

代理人渠道 79,320 88,170 (10.0) 

新保业务 9,219 16,481 (44.1) 

其中：期缴 8,099 14,580 (44.5) 

续期业务 70,101 71,690 (2.2) 

银保渠道 11,666 1,175 892.9 

新保业务 11,030 913 1,108.1 

续期业务 636 262 142.7 

团险渠道 8,443 6,071 39.1 

新保业务 8,153 5,858 39.2 

续期业务 290 213 36.2 

其他渠道注 21 22 (4.5) 

注：其他渠道为公司在线直销业务及公司再保分入业务。 

 

太保产险 

一季度，面对新一轮疫情带来的挑战，太保产险始终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在做好防

疫的同时确保各项运营顺畅，围绕支持乡村振兴、护航实体经济、助力绿色发展，进一步

加强服务供给、不断强化品质管控，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太保产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498.64 亿元，同比增长 14.0%，其中车险业务

收入 244.38 亿元，同比增长 11.8%；非车险业务收入 254.26 亿元，同比增长 16.2%。综合

成本率 99.1%，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中综合赔付率 70.4%，同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

综合费用率 28.7%，同比下降 2.0 个百分点。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保险业务收入 49,864 43,747 14.0 

机动车辆险 24,438 21,867 11.8 

非机动车辆险 25,426 21,88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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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 

今年以来，A 股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市场利率维持低位震荡。本公司坚持基于

负债特性保持大类资产配置基本稳定，坚持在战略资产配置的引领下积极配置长期固收

资产，延展资产久期，同时灵活进行战术资产配置，积极把握市场机会，投资收益保持基

本稳健。 

截至报告期末，集团投资资产 18,672.62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0%。2022 年一季度，

本公司投资资产年化净投资收益率为 3.7%，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

3.7%，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 

净投资收益率(年化)(%)注 3.7 3.9 (0.2pt) 

总投资收益率(年化)(%)注 3.7 4.6 (0.9pt) 

注：净投资收益率考虑了卖出回购利息支出的影响。净/总投资收益率计算中，作为分母的平均投资资产参考 Modified 

Dietz 方法的原则计算。 

 

§5 其他提醒事项 

5.1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不适用 

 

5.2 偿付能力 

本公司主要控股保险子公司季度偿付能力信息详见本公司在上交所网 站

（ www.sse.com.cn ） 、 联 交 所 网 站 （ www.hkexnews.hk ） 、 伦 交 所 网 站

（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及本公司网站（www.cpic.com.cn）披露的相关偿付能

力报告摘要节录。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cp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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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公司﹑公司﹑集团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寿险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太保产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伦交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证券及期货条例》 《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大股东 具有《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含义，指拥有公司股本权益的人，而其拥有权益的面值不少于

公司有关股本面值的 5% 
GDR 全球存托凭证 
元 人民币元 
pt 百分点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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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2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   
货币资金  33,692 32,54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2,687 12,353 

衍生金融资产 301 25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029 13,432 
应收保费 48,559 25,803 
应收分保账款 10,102 11,091 
应收利息 19,439 20,427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8,669 7,914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9,579 9,164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1,984 1,910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2,193 11,884 
保户质押贷款 67,507 66,950 
定期存款 206,971 196,51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37,813 645,381 
持有至到期投资 442,710 396,428 
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 411,015 406,276 
长期股权投资 27,202 26,984 
存出资本保证金 6,988 7,428 
投资性房地产 11,347 7,514 
固定资产 17,146 17,504 
在建工程 1,670 1,714 
使用权资产 3,292 3,475 
无形资产 6,080 5,509 
商誉 1,372 1,3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54 1,998 
其他资产 14,414 14,330 
资产总计 2,025,715 1,94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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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22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   
衍生金融负债 3 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7,787 73,441 

预收保费 7,785 25,154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4,788 3,695 

应付分保账款 10,027 7,638 

应付职工薪酬 5,742 7,386 

应交税费 5,271 4,138 

应付利息 425 517 

应付赔付款 21,481 21,526 

应付保单红利 22,351 24,176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114,833 102,843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87,114 71,493 

未决赔款准备金 61,572 58,420 

寿险责任准备金 1,183,041 1,129,622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36,668 125,798 

保费准备金 341 207 

长期借款 122 - 

应付债券 9,996 9,995 

租赁负债 2,954 3,105 

递延所得税负债 895 3,601 

其他负债 35,401 41,003 

负债合计 1,798,597 1,713,759 

股本 9,620 9,620 

资本公积 79,662 79,662 

其他综合损益 8,984 19,655 

盈余公积 5,114 5,114 

一般风险准备 19,543 19,521 

未分配利润 98,584 93,1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21,507 226,741 

少数股东权益 5,611 5,664 

股东权益合计 227,118 232,40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025,715 1,946,164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远瀚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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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合并利润表 

2022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营业收入 146,554 151,263 
    已赚保费 127,651 122,614 

保险业务收入 149,654 139,443 
其中：分保费收入 612 489 

减：分出保费 (7,130) (7,301)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4,873) (9,528) 

    其他收益 51 32 
    投资收益 18,263 27,3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28 53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68) (26) 
    汇兑(损失)/收益 (61) 130 
    其他业务收入 1,018 1,131 
二、营业支出 (140,521) (140,477) 
    退保金 (6,397) (5,040) 
    赔付支出 (38,642) (39,058) 
    减：摊回赔付支出 3,528 3,019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74,642) (71,174)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764 1,154 
    提取保费准备金 (135) (115) 
    保单红利支出 (3,428) (3,562) 
    分保费用 (108) (216) 
    税金及附加 (271) (266)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8,218) (11,353) 
    业务及管理费 (11,739) (11,941) 
    减：摊回分保费用 1,799 1,801 
    利息支出 (902) (891) 
    其他业务成本 (1,529) (1,879)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601) (956) 
三、营业利润 6,033 10,786 
    加：营业外收入 24 63 
    减：营业外支出 (17) (8) 
四、利润总额 6,040 10,841 
    减：所得税 (451) (2,053) 
五、净利润 5,589 8,788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5,589 8,788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7 8,547 
    少数股东损益 152 241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8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89 
七、其他综合损益 (10,876) (2,267)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损益 (10,876) (2,26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 (14,482) (3,009) 
      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相关的所得税 3,616 738 
八、综合收益总额 (5,287) 6,5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234) 6,32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3) 192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远瀚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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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112,507 101,827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1,844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9,905 8,688 
收到的税收返还 10 1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9 1,6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6,395 112,167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38,199) (39,082) 
支付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 (128)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7,467) (10,523)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3,870) (4,11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888) (8,2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98) (2,30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584) (11,6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006) (76,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89 36,0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8,701 90,89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9,571 16,83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1 3,63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到的现金净额 2 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8,275 111,371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8,929) (118,312) 
保户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566) (875)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225) (1,93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5,578) (395)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5) (2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363) (121,546)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67,088) (10,17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增加额 15,156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9 7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75 7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87) (2,5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75) (89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减少额 - (18,599)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47) (68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09) (22,673)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66 (22,59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1) 1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3,274) 3,29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628 34,76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354 38,065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远瀚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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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2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   
货币资金 3,379 5,26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 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50 10 
应收利息 778 631 
定期存款 14,253 14,27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9,606 29,442 
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 16,319 17,086 
长期股权投资 65,685 64,985 
投资性房地产 2,956 2,992 
固定资产 1,297 1,338 
在建工程 3 3 
使用权资产 334 350 
无形资产 209 236 
其他资产 2,685 2,613 
资产总计 137,860 139,234 
负债和股东权益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00 1,120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 1 
应付职工薪酬 197 339 
应交税费 84 8 
租赁负债 317 36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3 356 
其他负债 574 556 
负债合计 1,736 2,742 
股本 9,620 9,620 
资本公积 79,312 79,312 
其他综合损益 752 1,354 
盈余公积 4,810 4,810 
未分配利润 41,630 41,396 
股东权益合计 136,124 136,49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37,860 139,234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远瀚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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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22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营业收入 871 1,352 
    其他收益 4 3 
    投资收益 634 995 
    汇兑(损失)/收益 (46) 92 
    其他业务收入 279 262 
二、营业支出 (571) (563) 
    税金及附加 (22) (22) 
    业务及管理费 (527) (436) 
    利息支出 (8) (10) 
其他业务成本 (39) (33)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5 (62) 

三、营业利润 300 789 
加：营业外收入 - 52 
减：营业外支出 - (1) 

四、利润总额 300 840 
    减：所得税 (66) (199) 
五、净利润 234 641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234 641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六、其他综合损益 (602) (279)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损益 
(602) (27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 (803) (372) 
         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相关的所得税 201 93 
七、综合收益总额 (368) 362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远瀚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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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2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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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5 3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5) (3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 (2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 (2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4) (579)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 (21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1 4,35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25 386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4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26 4,787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55) (6,60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700) (15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 (3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62) (6,79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 (2,00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增加额 - 2,988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04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 (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减少额 (720)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7) (9) 
筹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7) 3,03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0) 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1,542) 80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71 3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29 1,186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远瀚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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