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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 准则背景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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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准则发展历经23载最终定稿，于2023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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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已完成高阶设计，国内大部分公司尚停留在战略评估阶段

战略与评估

设计

运营、回顾和部署

战略和架构
• 定义方案范围，制定

详细差异分析方案

高阶设计
• 需求的理解和设计
• 明确系统功能
• 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

资源需求和预算

详细设计
• 业务需求详设
• 功能和技术详设

构建和测试
• 搭建并测试目

标运营模型 过渡日
• 调整开账日资产

负债表

正常运营
• 确保季度披露的连

续性和灵活性

构建与实施

平行测试
• 假定IFRS 17已经实施，

模拟计算P&L，OCI和资
产负债表

国外公司

国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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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结合了IFRS 9与IFRS 15的准则理念，在会计结果上引入大量变革

IFRS 15

收入准则

IFRS 17

保险合同准则

IFRS 9更加鼓励以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
计量，且关注会计错配。如以摊余成本法计
量，需要：
• 满足一定的业务模式（只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
• 合同现金流仅代表本金和利息的支付；
且不需要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消除会计错配。

IFRS 15的收入确认核心原则是：主体确认收
入的方式应当反映向客户转让商品和服务的
模式。而确认的金额应反映主体预计因交付
该等商品和服务而有权获得的金额。

• 负债计量结果更趋于公允价值的概念：
➢ 准则要求使用当期折现率对负债进行评估，
负债计量结果将更大程度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 浮动收费法下，基础项目的公允价值以及
当期公允价值变动，将直接影响负债计量结果。

• 合理降低会计错配：
➢ 浮动收费法将将消除其适用业务的投资
收益与保险财务费用(利息成本)的会计错配。
➢ 基于负债端OCI选择权，能够一定程度降
低负债保险财务费用（利息成本）的波动性。

• 收入将根据服务的提供逐期确认并列示：
➢ 收入将以预期赔付、预期费用、预期非
金融风险调整释放与合同服务边际释放组成。
反映了保费中对应各部分服务的金额，而非
以保费缴纳确认；
➢ 利润的列示也将随之更加透明。

IFRS 9

金融工具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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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方法的改变在影响财务量化结果的同时也对应了更清晰的结果列示

• 利源更加清晰，投资和业务的利润贡献、各产品线
的利润贡献一目了然；

• 间接费用的占比体现了公司间经营管理结构和效率
的差异；

• 财报披露颗粒度的细化将对公司精细化管理提出更
高的要求。

保险收入

保险服务费用

保险服务业绩

投资收益

保险财务费用

财务业绩

利润/亏损

以FVOCI计量的金融资产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保险负债折现率变动的影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可选）

综合收益总计

IFRS 17利润表

• IFRS 17下，投资成分不确认收入，收入较现行
准则大幅下降，

• 收入确认期间由“缴费期”转为“保障期”。收入确
认期限拉长，这也导致是收入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PAA业务收入

预期赔付（保险成分）
非金融风险调整释放

获取费用摊销
预期维持费用

合同服务边际摊销
损失摊销

IFRS 17下收入构成

保障成本

费用成本

利润释放

浮动收费法（VFA）
模型

合同服务边际吸收与
释放

OCI选择权的引入

• IFRS 17为公司引入了新的计量模型（如浮动收
费法）和选择权（如是否使用OCI选择权）以降
低利润表的波动性；

• IFRS 9和 IFRS 17的互动，即资产会计分类
（FVPL/FVOCI/AC）和负债是否使用其他综合
收益选择权，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净利润的波动。

减少利差对净利润的
影响

减少经营过程中不利
偏差对净利润的影响

减少经济环境变化对
净利润的影响

长
期
险
业
务
收
入
构
成

核心变化一：列报与披露 核心变化二：收入口径及构成的重大变化 核心变化三：新的计量模型和政策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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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模型主要分为三类，浮动收费法体现了新的负债评估理念

通用模型（BBA） 保费分摊法（PAA） 浮动收费法（VFA）

必要性
• 保险合同默认需使用的模型 • 为期限短、波动性较小的短期业务提供

了简化处理方法
• 用于评估保单负债与基础项目密切相关

的业务

适用范围

• 长期寿险、终身寿险及保障型业务

• 部分年金合同

• 再保业务

• 部分非寿险保险合同

• 不适用浮动收费法的其它分红业务

• 非寿险保险合同

• 短期寿险及部分团体保险合同

• 投连产品

• 一些分红产品

• 不适用于再保险业务

主要特征

• 最优现金流并折现

• 非金融风险调整

• 无首日利润-确认为合同服务边际且在
合同期内摊销计入损益

• 新的利润表列报方式和收入定义

• 短期保险合同可选用简易模型

• 结果近似于通用模型

• 已发生理赔所产生的负债采用通用模型
计量

• 满足一定条件的保险合同可以采用VFA
模型

• 将保险负债与基础项目进行匹配，降低
由于错配导致的利润波动

• CSM吸收部分金融假设对未来保险责任
和服务的现金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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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寿险公司财务信息列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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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 使得财务报告从难以解读的黑箱，转变为清晰的诊断书

利润=保费收入
+投资收益

-退保金
-赔付支出

-提取准备金
-费用
-佣金
…

利润表
保险服务业绩

+赔付偏差（预期赔付-实际赔付）

+费用偏差（预期费用-实际费用）

+CSM释放

+RA释放

财务业绩

+投资收益

-保险财务费用

其他综合收益

+资产其他综合收益

-负债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披露信息

预期量化信息

• 新业务盈利性

• 未来CSM释放趋势

• …

偏差量化信息

• 当期偏差对利润的影响

• 过去估计偏差对利润表的影响

• 偏差及估计变更对未来利润的影响

• …

其他信息

• 多维度披露费用结果

• 披露非金融风险调整置信水平等

• …

现行准则 IFR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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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的定义、数据的口径以及利润的列示均发生较大变化
IFRS 17 P&L

保险服务业绩 -290
保险收入 1,575

-合同服务边际摊销 496

-非金融风险调整释放 167

-预期赔付 740

-预期维持费用 54

-损失摊销 -32

-保险获取现金流收回的分摊 150
保险服务费用 -1,365

-实际赔付 -1140

-实际维持费用 -160

-损失摊销 32

-保险获取现金流收回的分摊 -150

-首日亏损确认 -334

-亏损部分的加剧/转回 -113
投资业绩 1,528
投资收益 1,758
保险金融费用 -230
间接费用 -79
保险服务 & 投资业绩 1,159
其它营业利润 690
税前营业利润 1,849
其它综合收益 1,203

-资产其它综合收益 1,142

-负债其它综合收益 60
税前综合收益 3,052

现行准则P&L

营业收入 23,523
保费收入 21,765
投资收益 1,758
营业支出 -22,304
赔付支出 -11,583

退保 -10,943
死伤医疗 -400
满期/年金 -160
红利 -80

提取长险责任准备金 -8,09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389
业务及管理费 -239

营业利润 1,219
其它营业利润 690
税前营业利润 1,909
其它综合收益 1,142

-资产其它综合收益 1,142

-负债其它综合收益 -
税前综合收益 3,052

收入普遍降低。

主要由于收入中扣除了投资成分，
并且随服务的提供逐期确认。

预期信息的列示增加，偏差更加显性。

保险收入中的预期赔付和预期费用体现
了公司对于保险保障和费用成本的预期。
结合保险服务费用，可以分析各项偏差。

投资业绩单独列示，波动性增加。

结合IFRS 9和IFRS 17的综合影响，投
资业绩波动性增加。浮动收费法与OCI
选择权能够帮助公司缓解会计错配。

示
例

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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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降低主要由于收入确认需剔除投资成分，并随服务的提供逐期确认

IFRS 17准则下，投资成分因其“代客理财”
的性质不确认为保险收入，所确认的收入均
为保险成分。

保险收入不再仅在缴费时确认，而是按照责
任（服务提供）时间跨度内逐期确认，使保
险收入和保险服务费用在时间跨度上匹配。

已过缴费期的保险合同因在保险期间的预期
费用/赔付，获取费用摊销，合同服务边际/
非金融风险调整的释放仍产生保险收入。因
此存续业务规模较大的公司，收入相对较高。

*注:以缴费期3年保险期间10年的保险产品为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现行准则收到保费扣除投资成分

投资成份 保险成份

缴费期

保险期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叠加已过缴费期业务的收入

已过缴费期保费收入2

已过缴费期保费收入1

1 2 3 4 5 6 7 8 9 10

随服务的提供逐期确认

新业务保险收入

缴费期

保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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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情况下，投资业绩的波动性会有所上升，可通过会计政策缓解

• 当业务满足浮动收费法的适用条件
时，以基础项目的公允价值为主导
因素对负债进行计量；

• 对于适用于浮动收费法的业务，除
AC类资产，保险财务费用（利息成
本）与基础项目投资收益完全匹配。

• 通常情况下，仅账户管理良好的分
红业务与投连业务能够通过浮动收
费法适用性判断。

• 对以通用模型进行计量的业务，负债的
折现率需使用当期利率。因此利率波动
对负债的影响将反映在保险财务费用中；

• 为降低波动，准则给予负债OCI选择权。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由于计
量方法的天然差异、久期的不同等原因，
仍然有一部分波动无法消除。

浮动收费法

（VFA） 通用模型

（BBA）

资产 负债-传统业务 负债-分红业务

现行准则 公司根据资产持有目的进行分类 使用750天移动平均曲线进行计量 使用长期投资收益率假设进行计量

IFRS 9/17
鼓励以公允价值计量。
若要分类至AC，需满足商业模式且
通过SPPI测试。

BBA：使用评估日当期收益率曲线进
行计量，OCI选择权可用。

VFA：保险财务费用为基础项目公允
价值变动；
BBA：以评估日当期收益率曲线进行
计量，OCI选择权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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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通过调节表1分业务线披露预期的偏差以及对未来预期的调整

经验偏差表达了公司对于过往保
险成本预期的调整；

调节表 1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估计 非金融风险调整 合同服务边际 保险合同负债

负债期初值 32,739 903 1,697 35,338

与当期服务相关的变化 6 -167 -496 -657

-合同服务边际的释放 - - -496 -496

-非金融风险调整的释放 - -167 - -167

-经验偏差 6 - - 6

与未来服务相关的变化 -3,058 327 3,178 447

-新合同 -2,574 265 2,643 334

-与未来服务相关变化的吸收 -573 39 534 -

-亏损部分的加剧及转回 90 23 - 113

与过去服务相关的变化 500 - - 500

未决准备金调整 500 - - 500

保险服务利润 -2,552 160 2,681 290

保险金融费用 39 2 129 170

负债综合收益结果 -3,013 162 2,810 -40

-收到的保费 21,765 - - 21,765

-赔付及费用支出 -11,743 - - -11,743

-获取费用支出 -2,389 - - -2,389

净现金流 7,633 - - 7,633

负债期末值 37,859 1,065 4,507 43,431

与过去服务相关的变化表达了公司
对于未决准备金假设预期的调整。

初始确认的新合同一行表达了公
司对于新业务的风险与利润预期；

未来服务相关及亏损的转回表达
了公司对于未来估计预期的调整。

调节表中要求公司将变化分为当期服务相关、未来服务相关和过去服务相关，分别反映对预期的调整。其中未来相关的调整，例如非经济假
设变化，将体现在CSM中，而不再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中。

调整反映了公司估计的准确性，增强对于预期的管理，可增强财报使用者对于财务数据的信心。

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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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纵向趋势对比，财报使用者可看出公司对于预期的管理能力

20X1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估计 非金融风险调整 合同服务边际 保险合同负债

负债期初值 32,739 903 1,697 35,338

与当期服务相关的变化 6 -167 -496 -657

-合同服务边际的释放 - - -496 -496

-非金融风险调整的释放 - -167 - -167

-经验偏差 6 - - 6

与未来服务相关的变化 -3,058 327 3,178 447

-新合同 -2,574 265 2,643 334

-与未来服务相关变化的吸收 -573 39 534 -

-亏损部分的加剧及转回 90 23 - 113

与过去服务相关的变化 500 - - 500

未决准备金调整 500 - - 500

保险服务利润 -2,552 160 2,681 290

保险金融费用 39 2 129 170

负债综合收益结果 -3,013 162 2,810 -40

-收到的保费 21,765 - - 21,765

-赔付及费用支出 -11,743 - - -11,743

-获取费用支出 -2,389 - - -2,389

净现金流 7,633 - - 7,633

负债期末值 37,859 1,065 4,507 43,431

20X2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估计 非金融风险调整 合同服务边际 保险合同负债

20X3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估计 非金融风险调整 合同服务边际 保险合同负债

通过对经验偏差的纵向比较，我们可能得
出以下结论：
• 偏差较小。说明公司的假设与经验较

为一致，财务信息可信度较高；
• 偏差逐年增加，且为不利方向。说明

公司的发生率假设或费用假设过于激
进，且实际经验出现恶化趋势；

• 偏差稳定，且为有利方向。说明公司
的假设较为保守，CSM可能低估。

通过纵向对比未来服务相关变化，我们
可能进行以下分析：
• 是否持续出现同一方向偏差，即

CSM是否出现明显低估或者高估；
• 初始确认的合同中，亏损业务是否一

直增加，或者逐年降低；
• 对于过往亏损的确认，是否持续存在

估计不足或者高估。

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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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通过调节表2披露亏损的进展情况，并对亏损部分的预期进行调整。

保险合同负债变动分析表-按负债组成部分

通过这一列示，财报使用者同时可以看到亏损部分尚未摊销完成的金额，并且可以观察到亏损部分对当期收入的影响。

示
例

调节表2
未到期责任负债

已发生赔款负债 保险合同负债
除亏损部分外的部分 亏损部分

负债期初值 34,538 300 500 35,338

保险收入 -1,575 - - -1,575

保险服务费用 150 415 800 1,365

-因当年发生的赔付而释放的预期保险服务费用 - -32 800 768

-保险获取现金流收回的分摊 150 - - 150

-与未来服务相关的变化：亏损合同的初始确认和亏损的加剧和转回 - 447 - 447

-与过去服务相关的变化：未决部分负债的变化 - - 500 500

保险服务利润 -1,425 415 1300 290

保险财务费用 153 17 - 170

负债综合收益结果 -1,272 432 1300 460

投资成分 -10,943 - 10,943 -

-收到的保费 21,765 - - 21,765

-赔付和其它费用 - - -11,743 -11,743

-获取费用支出 -2,389 - - -2,389

净现金流 19,376 - -11,743 7,633

期末值 41,700 732 1,000 4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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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 财务报告的披露信息中，将列示新业务的预期信息

• 准则要求披露当年新业务初始确认的负债组成信息，并区分非亏损合同与亏损合同；
• 财报使用者可以通过初始确认获取盈利相关信息与风险相关信息。

合同初始确认（20X1年） 非亏损合同 亏损合同 合计

未来现金流流入现值=[1] 17,505 3,089 20,594

未来现金流流出现值
=[2]=[3]+[4]

14,637 3,383 18,020

保险合同获取现金流=[3] 4,391 1,015 5,406

赔付及其他费用=[4] 10,246 2,368 12,614

非金融风险调整=[5] 225 40 265

合同服务边际=[6]=max([1]-
[2]-[5],0)

2,643 0 2,643

总计=[2]-[1]+[5]+[6] 0 -334 -334

盈利指标：CSM(LC)@0/PV_Prem

• 非亏损合同：2,643/17,505=15.1%

• 亏损合同：-334/3,089=-10.8%

• 整体：(2,643-
334)/(17,505+3,089)11.2%

风险指标：RA@0/PV_Outgo

整体：
(225+40)/(14,637+3,383)=1.5%

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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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盈利保单，需披露CSM的期限结构，展现利润的预期释放趋势

• CSM的期限结构可以展现公司未来利润释放的时间长度，以及每期释放的比例；
• 通过这一信息，可以分析该公司不同业务线的长短期利润贡献，以及同一业务线的利润释放形态；
• 这一信息的披露也将便于投资者综合比较当期利润与未来利润，对业务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20X1年12月31日 1年以下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10年 10年以上 总计

保险合同

寿险-分红 270 270 270 270 270 - - 1,352 

寿险-非分红 135 135 135 135 135 676 901 2,254 

产险-非分红 316 135 - - - - - 451 

投资连结型保险 45 45 45 45 45 225 - 451 

合计 766 586 451 451 451 901 901 4,507 

20X1年12月31日未摊销的保险合同的合同服务边际

20X1年12月31
日

1年以下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10年 10年以上 总计

保险合同

寿险-分红 6% 6% 6% 6% 6% 30%

寿险-非分红 3% 3% 3% 3% 3% 15% 20% 50%

产险-非分红 7% 3% 10%

投资连结型保险 1% 1% 1% 1% 1% 5% 10%

合计 17% 13% 10% 10% 10% 20% 20% 100%

利润释放时间更明确

利
润
结
构
更
明
晰

通过金额得出相
对比例关系

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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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

归属保险合同获取费用 其他直接费用 其他营业费用 合计

职工薪酬 215 114 63 391

佣金 1,935 14 - 1,949

理赔费用 - 6 - 6

折旧和摊销 23 12 7 42

审计、法务及
其他专业费用

- 5 2 7

其他费用 1216 9 8 1,233

合计 2,389 160 79 2,628

多维度披露费用信息，结合预期费用，体现了公司费用的结构与效率

职工薪酬通常占费用支出较大比例，
通过不同费用占比，可分析公司费用
结构是否健康。

佣金代表公司对于新业务的投入，结
合保费信息，可分析公司渠道效率。

其他营业费用为不可直接归属于保
单组合的间接费用。结合利润表所
列示的可直接归属费用费差，可进
一步分析公司的费用效率。

• 通过对于费用支出的多维度披露，公司各类费用的占比将更加清晰。财报使用者可结合收到的保费金额，分析费用的使用效率；
• 通过不同年度间的信息对比，可披露费用的优化情况。而通过行业信息横向比较，可看出不同公司的费用特征；
• 而现行准则下，利用激进的费用投入换取业务发展的公司，费差损将非常显性的体现在财报中。

示
例

19



对IFRS 17 下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变化的
思考

3



寿险公司战略目标的选择-如何平衡规模、收入与价值需要公司的战略引导

IFRS 17准则下，保险
公司需披露新业务初
始确认合同服务边际，
较现行准则促使保险
公司注重价值经营。

规模

收入价值

资产规模

保费规模

收入规模

资产规模

保费规模

收入规模

现行准则 IFR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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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绩效考核管理 –经营管理的考核指标中，收入与利润将发生较大改变

• 原始保费指标是
否还适用？

• 保障性强与盈利
性高的业务，在
新准则的收入定
义下更具优势。

• 未发生显著变化
• 新准则实施后，
资产规模指标考
核地位可能上升

• 指标本身未发生
显著变化；

• CSM0与新业务
价值有一定相关
性，为外部分析
师提供更多信息。

• 未发生显著变化；
• 拆解后的利润提
供更多考核思路；

• CSM难以分摊。

收入 价值 利润资产规模

• 未发生显著变化

资本

• 预期赔付
• 预期费用
• 保险获取现金流

收回的分摊
• 非金融风险调整

的释放
• 合同服务边际的

释放

• 规模保费
• 总资产规模

• 新业务价值
• 有效业务价值
• 利润率
• 0时刻合同服务边

际

• 保险服务业绩
• 赔付偏差
• 费用偏差
• 间接费用
• 非金融风险调整

的释放
• 合同服务边际的

释放
• 投资业绩

• 偿付能力充足率
• 资本占用
• 资本回报率

核心指标 核心指标 核心指标 核心指标 核心指标
指标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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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管理 – 明晰不同业务的收入特征、角色，综合考虑规模与收入

规模贡献大 亏损产品

收入贡献大

产品类型

短期险

重疾险

定期寿险

收入不含投资成分

现金价值低，也是市场上的热点

保障成分高

储蓄型业务

万能险

终身寿/分红
两全

贡献规模、赚取利差

兼顾理财服务

保障与理财服务

影响收入

披露亏损

抵扣收入，收入甚至可能为负

显性展示亏损

23



利润管理 –保险服务业绩趋于平稳，偏差更加清晰，投资业绩波动可能增加

运营偏差显性体现在利润表中，由于无投资成分，通常金额不重
大；

非经济假设变化通过CSM吸收，对当期利润无显著影响；

经济假设变化根据不同的计量模型，对利润产生不同影响

IFRS 17 P&L

保险服务业绩 -290
保险收入 1,575

-合同服务边际摊销 496

-非金融风险调整释放 167

-预期赔付 740

-预期维持费用 54

-损失摊销 -32

-保险获取现金流收回的分摊 150
保险服务费用 -1,365

-实际赔付 -1140

-实际维持费用 -160

-损失摊销 32

-保险获取现金流收回的分摊 -150

-首日亏损确认 -334

-亏损部分的加剧/转回 -113
投资业绩 1,528
投资收益 1,758
保险金融费用 -230
间接费用 -79
保险服务 & 财务业绩 1,159
其它营业利润 690
税前营业利润 1,849
其它综合收益 1,203

-资产其它综合收益 1,142

-负债其它综合收益 60
税前综合收益 3,052

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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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管理会计利润的同时，也需关注净资产的波动
净资产将是股东所关注的重点，主要由于净资产将影响股息的派发以及投资者的信心。新准则下，净资产的管理更具挑战。

会计利润

…

…

其他综合收益

…

综合收益

如果公司仅关注会计利润，那么综合收益可能出现较大波动。甚至
出现持续盈利，然而净资产下降的情况。

IFRS 17要求以当期利率计量负债,
OCI选择权可降低利润的波动，但
综合收益的波动难以避免

IFRS 9要求以摊余成本法计量资
产需满足特定条件，更多资产以公
允价值计量，造成综合收益的波动

寿险公司的资产与负债存在天然的
久期错配，而在利率持续走低的环

境下，错配的影响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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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9同时实施 –加强管理，协调资产与负债的分类与列示方式，降低财务结果波动

ALM

FV OCI 债
务工具投资

FV PL

摊余成本
保险合同
负债

利率变动影响
计入OCI

IFRS 17
利率变动的影
响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OCI
选择权）或损
益

IFRS 9 IFRS 17

利率变动无
影响

FV OCI
权益投资

利率变动影响
计入损益

(对于债务工具投资) 

利率变动
无影响

处置不再
计入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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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下的资产负债管理 – ALM和ERM体系的重新梳理

净利润

其他综
合收益

净资产

合同服务边
际

最优估计现
金流现值+
非金融风险

调整

自由资本

资本要求

最优估计
负债+风
险边际
+DPL

IFRS 17、IFRS 9 EC/C-ROSS

净资产增长来源

（净利润管理有
助于净资产稳定
增长）

在险利润 净资产波动 资本要求
净利润
净资产
资本要求

风险分布

*在不同风险考量下，相同风险容忍度下在险价值可能存在差异。

90分位点

90分位点

99.5分位点

IFRS 9&IFRS 17下主要管理决策点

• IFRS 9下，不同资产分类，对会计准则下净利润/净资产、市值口径下净资产影响不同；

• 是否使用OCI选择权；

• 计量模型选择（VFA/BBA），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是否影响净利润。

资产配置

现金/存款
AC

固收类投资

固收类投资
FVOCI

权益类投资

非标类投资

FVPL
投资性房地产

固收类投资

权益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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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管理 – 实行费用精细化管理，合理制定预算

公司层面

• 梳理费用在公司预算管理体系的
内部流转过程，确保费用管理从
预算“制定->下发->使用”达
成追踪。

• 成本效率考核各环节打通，以公
司总体管理目标为出发点，管理
机制有效牵引各方管理行为。

• 协助公司对现有资源使用、效率
考核的动态管理模式进行评估，
结合规划目标和行业实践经验，
识别现有费用管理体系优化点。

IFRS 17 P&L

保险服务业绩 -290

保险收入 1,575

-合同服务边际摊销 496

-非金融风险调整释放 167

-预期赔付 740

-预期维持费用 54

-损失摊销 -32

-保险获取现金流的摊销 150

保险服务费用 -1,365

-实际赔付 -1140

-实际维持费用 -160

-损失摊销 32

-保险获取现金流的摊销 -150

-首日亏损确认 -334

-亏损部分的加剧/转回 -113

投资业绩 1,528

投资收益 1,758

保险金融费用 -230

间接费用 -79

保险服务 & 财务业绩 1,159

其它营业利润 690

税前营业利润 1,849

其它综合收益 1,203

-资产其它综合收益 1,142

-负债其它综合收益 60

税前综合收益 3,052

示
例

保险获取现金流收回的分
摊：保险获取现金流的分
摊占总费用的占比，可体
现保险公司“获客”阶段对
费用的使用效率。

间接费用：保险公司间接
费用与直接费用的比例体
现出公司在非主营业务的
支出。对于利润规模相似
的公司，间接费用占比低
的公司费用效率更高。

分支机构层面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业务条
线利润中心划分，参考同业分支
机构利润管理机制，设计适应业
务管理需求的多维度成本归集和
分摊模型，建立分条线、渠道和
产品的机构成本分析体系，形成
内部成本管理和考核提升的良性
循环机制。实际维持费用：保险公司

实际维持费用，可体现保
险公司“留客”阶段费用的使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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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管理 – 控制人力与业务推动的费用，进一步提高费用效率

人力费用合理占比业务相关费用合理占比

50%~60%20%~25%

科学且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的组织架构

精细而有针对性的预算管理机制

对人力费用，尤其是固定的人力费用进行
优化，需调整组织架构和经营模式。

公司的预算和费用管理模式也会对费用水平
优化产生影响。
采用费用包干来管理费用的公司，保费规模
的增加可能并不会产生规模效应。

20X1

归属保险合同获取费用 其他直接费用 其他营业费用 合计

职工薪酬 215 114 63 391

佣金 1,935 14 - 1,949

理赔费用 - 6 - 6

折旧和摊销 23 12 7 42

审计、法务及
其他专业费用

- 5 2 7

其他费用 1216 9 8 1,233

合计 2,389 160 79 2,628

示
例

29



多方面精细化管理，达到管理提升的目标

• 对于寿险公司而言，对财务报表的态度应从被动列示转变为主动管理；
• 在现行准则下，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开始进行利润管理，并披露运营利润等。IFRS 17只是将这一要求更加显性化。

利润管理

• 合理估计未来的财务结果。包括保单组
的盈利性与未来利润释放趋势；

• 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经验分析，充分利用
统计信息，及时进行假设调整。

资产负债管理
• 同步考虑IFRS 9与IFRS 17的影响。制

定合理的会计政策；
• 主动对账户进行管理，以适用更符合公

司财务目标的计量模型；
• 通过资产负债管理，达到利润与净资产

协同管理的目标。

管理提升

• 根据公司对自身的定位确定收入管理目
标；

• 通过产品策略，结合保障期限与盈利性
进行收入的主动管理。

价值管理

• 以0时刻合同服务边际作为参考，对未
来投资所产生的价值进行合理估计；

• 价值管理需同时考虑税基与偿付能力基
础变化的影响。

收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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