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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国保险公司准备IFRS17现状
1. 韩国保险业准备IFRS17现状

为实施IFRS17，韩国多数保险公司已完成精算系统及财务系统开发，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分类 公司 ‘16 ‘17 ‘18 ‘19 ‘20 ‘21

寿险
合并两家公司的

精算/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精算MP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财务/经营管理MP

开发精算系统

开发精算系统
财务/经营管理MP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精选系统制定战略及

系统开发MP

制定战略及
系统开发MP

开发精算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进一步完善

开发精算系统

进一步完善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财务/经营管理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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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险

开发精算系统
(由保险开发院牵头共同开发ARK系统)

开发精算系统
财务/经营管理MP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制定战略
精算MP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财务/经营管理MP
开发精算系统

完善精算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精算系统 进一步完善

开发财务系统
完善精算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精算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精算系统

开发财务/经营管理系统
开发精算系统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
计划开发经营管理系统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

制定战略及
系统开发MP



1.2 韩国保险公司准备IFRS17类型
为实施IFRS17，韩国的大型保险公司进行相关项目后，中小型保险公司再参考其经验，分
阶段进行开发。

• 同时进行IFRS17相关所有项目（精算假设、贴现率、精算模型、负债决算、ALM, K-
ICS及经营管理等），一步到位搭建IFRS17基本架构

• 主要为大型保险公司

• 事例：S生命、K生命、H生命、S火灾等

• 与领军人物型一步到位方式相同，但在大型保险公司的项目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后续同
时进行项目，搭建IFRS17基本架构

• 参考大型保险公司的经验，部分中型保险公司采用此方式

• 事例：O生命、SG产险等

1. 韩国保险业准备IFRS17现状

• 与领军人物型一步到位方式相同，但在大型保险公司的项目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后续同
时进行项目，搭建IFRS17基本架构

• 参考大型保险公司的经验，部分中型保险公司采用此方式

• 事例：O生命、SG产险等

• 先开发精算模型及决算系统（或待精算模型部分完成后开始开发决算系统），后续开发
ALM, K-ICS经营管理等系统

• 为参考大型保险公司的经验，大部分中型保险公司采用此方式

• 事例：M生命、T生命、H火灾、K产险等

• 首先共同开发测量IFRS17现金流的精算模型（包括生成会计分录），再将其链接到各公
司Legacy系统的方式

• 中小型保险公司为节约费用采用的方式

• 事例：KDB生命、HK生命、HK火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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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国保险公司实施IFRS17类型_共同开发型
韩国部分保险公司联合采购韩国保险开发院（KIDI）的具备设定假设至计算保险负债必要
功能的软件包（ARK）构建精算模型。

• 共同采购
ü 参加的保险公司: 5家寿险公司（KDB生命、兴国生命等）,5家产险公司（兴国火灾、乐天产险等）

• 软件包主要功能
ü 数据的提前验证及标准化、生成假设及产品信息、计算现金流、生成保险负债相关会计信息

ü 核心业务系统信息、产品信息及为计算假设的必要输入信息由各成员公司提供，通过共同精算逻辑计算现金流

ü 计算保险负债及生成会计分录所需会计信息，发送到各保险公司的 Accounting Hub

ü 各公司使用各自的 Accounting Hub和财务会计系统生成财务报表及必要的披露/财务信息

1. 韩国保险业准备IFRS17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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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系统

有效保单
支付信息

准备金 factor

假设数据

理赔率
退保率

经济假设
其他假设

产品信息

数据提前验证/标准化

接收数据
确认接收/上载

验证格式、标准、规则

计算假设及管理

录入基础数据
生成分析数据

数据映射
修正

计算最优模型

计算现金流/保险负债

计算现金流
计算 RA 及 OCI

管理 CSM 及 新单费用

生成会计信息

保险合同分类
OCI

新单费用摊销
CSM调整/RA

Accounting Hub

接收分录信息
生成分录

传送财务会计系统

财务会计系统

接收分录
验证分录

计算财务报表
生成披露信息

ARK领域ARK领域

各公司的
系统领域
各公司的
系统领域



1.3 监管机构的新监管规定实施准备
为迎接IFRS17的实施，监管当局正在分析修订的监管会计准则及新偿付能力准则的影响，
并制定和完善新的监管规定。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2022 2023

IFRS 17 发布准则发布准则 发布准则修订
稿

发布准则修订
稿 发布修订准则发布修订准则

预计
同时
实施
(*3)

发布监管会计
修订征求意见

稿

IFRS实施准
备委员会/设
项目组 (*1)

第一轮监管会
计影响分析

第二轮监管会
计影响分析

计划进行第三
轮监管会计影

响分析

1. 韩国保险业准备IFRS17现状

(*1) 参考“1.3 基于相关部门协调的 IFRS17 实施准备”
(*2) K-ICS; Korea Insurance Capital Standards 
(*3) 监管当局和保险行业正在讨论同时实施 IFRS17和K-ICS 

监管会计

新偿付能
力制度
(K-ICS)(*2)

预计
同时
实施
(*3)

发布监管会计
修订征求意见

稿

发布监管会计
修订征求意见

稿

IFRS实施准
备委员会/设
项目组 (*1)

IFRS实施准
备委员会/设
项目组 (*1)

第一轮监管会
计影响分析

第一轮监管会
计影响分析

第二轮监管会
计影响分析

第二轮监管会
计影响分析

计划进行第三
轮监管会计影

响分析

计划进行第三
轮监管会计影

响分析
…………

第三轮K-ICS
影响分析

(K-ICS 3.0)

第三轮K-ICS
影响分析

(K-ICS 3.0)

第一轮K-ICS
影响分析

(K-ICS 1.0)

第一轮K-ICS
影响分析

(K-ICS 1.0)

第二轮K-ICS
影响分析

(K-ICS 2.0)

第二轮K-ICS
影响分析

(K-ICS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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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过相关部门协调的 IFRS17 实施准备
为新准则实施的顺利进行，成立了国际会计准则实施准备委员会，相关机构参加 IFRS17 研
讨会，讨论新准则实施的各种问题及解决方案。

国际会计准则实施准备委员会 IFRS17 相关研讨会

共同委员长

业界咨询组 专家咨询组

IFRS17在实务中的问题事例 (两回) 产寿险行业协会

IFRS17修订事项及TRG讨论内容 会计基准院、产寿险行
业协会

IFRS17综合研讨会 保险精算师协会

1. 韩国保险业准备IFRS17现状

稳定实施支持组 监督目的会计组 新偿付能力制度组

业界咨询组 专家咨询组

实务支持组

Peer Review组 (Review实务项目组研究结果及改善制度建议)

参与机构参与机构

IFRS17综合研讨会 保险精算师协会

基于IFRS17实施的保险监督会计改善
方案 保险精算学会

新偿付能力制度实施研讨会 金融监督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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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过相关部门协调的 IFRS17 实施准备（续）
韩国反复进行了收集整理国内保险行业及相关政府部门意见，将韩国的意见传达给IASB，
并将IASB的讨论内容迅速分享给国内保险行业的过程。

KoreaU.K FRA
…………

会计基准院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学会

精算学会

1. 韩国保险业准备IFRS17现状

会计基准院派遣首
席研究员

KoreaU.K FRA
…………

…………

精算学会

保险精算师协会

产寿险行业协会

产寿险公司

金融监督院

企划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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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制定IFRS17实施的整体计划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通过制定整体计划定义详细项目课题，明确具体课题的项目实施时间及所需人员，并编制
使用外部咨询的预算金额及内部人力计划。

领域(4) 课题(10) 实施项目(24)

精算/
会计/
结算

流程及
系统
(15项

实施项目)

开发综合精算系统及
流程
开发综合精算系统及
流程

完善计算假设体系完善计算假设体系

• 开发综合精算系统

• 制定综合精算系统流程

• 计算转换日的保险负债

• 开发综合精算系统

• 制定综合精算系统流程

• 计算转换日的保险负债

• 开发精算假设计算/管理系统

• 开发贴现率计算系统

• 改善费用假设相关流程

• 制定计算假设流程

• 开发精算假设计算/管理系统

• 开发贴现率计算系统

• 改善费用假设相关流程

• 制定计算假设流程

领域(4) 课题(10) 实施项目(24)

经营管理
(3项

实施项目)

经营管理
(3项

实施项目)

搭建以价值为
核心的经营体系
搭建以价值为
核心的经营体系

• 开发与保险负债评估一致的经营计
划编制模型
• 制定以价值为核心的 KPI

• 开发与保险负债评估一致的经营计
划编制模型
• 制定以价值为核心的 KPI

改善手续费体系改善手续费体系 • 构建管理直接/间接费用及以价值
(CSM) 为基础的手续费体系
• 构建管理直接/间接费用及以价值

(CSM) 为基础的手续费体系

详细课题/项目

精算/
会计/
结算

流程及
系统
(15项

实施项目)

精算/
会计/
结算

流程及
系统
(15项

实施项目)

完善计算假设体系完善计算假设体系

• 开发精算假设计算/管理系统

• 开发贴现率计算系统

• 改善费用假设相关流程

• 制定计算假设流程

• 开发精算假设计算/管理系统

• 开发贴现率计算系统

• 改善费用假设相关流程

• 制定计算假设流程

制定会计政策及
具体方法论
制定会计政策及
具体方法论

• 制定IFRS17下的保险负债计算政策及
方法论
• 制定IFRS9下的金融资产分类及计量/

确定损失方法论

• 制定IFRS17下的保险负债计算政策及
方法论
• 制定IFRS9下的金融资产分类及计量/

确定损失方法论

开发会计/决算
流程及系统
开发会计/决算
流程及系统

• 开发IFRS17数据管理系统
• 定义IFRS17结算流程并开发相关系统
• 重新设计CoA，制定总账管理方案
• 开发财务信息验证校对系统以对应审

计检查等
• 开发IFRS17披露事项管理系统
• 完善IFRS9下的资产运营系统

• 开发IFRS17数据管理系统
• 定义IFRS17结算流程并开发相关系统
• 重新设计CoA，制定总账管理方案
• 开发财务信息验证校对系统以对应审

计检查等
• 开发IFRS17披露事项管理系统
• 完善IFRS9下的资产运营系统

经营管理
(3项

实施项目)

风险管理
(2项

实施项目)

风险管理
(2项

实施项目)

完善利率风险管理完善利率风险管理 • 改善基于负债评估的 ALM 系统• 改善基于负债评估的 ALM 系统

搭建保险风险
内部模型
搭建保险风险
内部模型

• 制定保险风险计算方法论及开发基
于内部模型的计算系统
• 制定保险风险计算方法论及开发基

于内部模型的计算系统

产品/资产
(4项

实施项目)

产品/资产
(4项

实施项目)

分析IFRS17下的
产品盈利性
分析IFRS17下的
产品盈利性

• 实质落实 CFP 体系
• 开发 IFRS17 下的产品收益性分析

模型

• 实质落实 CFP 体系
• 开发 IFRS17 下的产品收益性分析

模型

重检资产运营战略重检资产运营战略
• 制定长/短期资产分配战略
• 制定考虑 IFRS9 和 IFRS17 的金融

资产分类战略

• 制定长/短期资产分配战略
• 制定考虑 IFRS9 和 IFRS17 的金融

资产分类战略

改善手续费体系 • 构建管理直接/间接费用及以价值
(CSM) 为基础的手续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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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制定IFRS17实施的整体计划
根据整体计划制定的前10项实施项目时间表例示：

2017~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4 Years 2 Years

目标水平

主要日程 编制IFRS17
比较财务报表

实施 IFRS17确定 IFRS17准则
K-ICS 3.0 Release

预计发布监管会计准则

‘搭建‘ IFRS17 计算 ‘基础’ ‘提高’ 运营能力

会计
精算
IT

自行示范运营
完善/稳定

1-1. 开发综合精算系统及流程1-1. 开发综合精算系统及流程

1-2 完善计算
假设体系

1-2 完善计算
假设体系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IFRS17正式运行

4-1 改善 IFRS17 下的产品盈利性4-1 改善 IFRS17 下的产品盈利性 4-2 重检资产运营战略4-2 重检资产运营战略

3-2  搭建保险风险内部模型3-2  搭建保险风险内部模型

3-1 完善利率风险管理3-1 完善利率风险管理

2-1 搭建以价值为核心的经营体系2-1 搭建以价值为核心的经营体系

2-2. 改善手续费体系2-2. 改善手续费体系

会计
精算
IT

经营
管理

Risk

产品/资产

自行示范运营
完善/稳定

1-2 完善计算
假设体系

1-2 完善计算
假设体系

1-3 开发会计/结算流程及系统
1-4 制定会计政策及具体方法论
1-3 开发会计/结算流程及系统
1-4 制定会计政策及具体方法论

完成完成

正进行正进行

未开始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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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决定IFRS17项目的实施方案
在同时进行或分阶段进行IFRS17相关项目的方案中，决定符合保险公司自身和咨询方具体
情况的方案。

同时进行方案 分阶段进行方案

• 同时进行IFRS17相关项目的方案

ü 分别成立假设部分、模型部分、决算部分、经营管理部
分、ALM部分等项目组进行

• 优点

ü 通过项目间同步沟通，可综合考虑一个问题对其他部分
的影响

ü 可一次性确保咨询人员，稳定开展项目

• 缺点

ü 若模型不能稳定，有可能影响其他部分的项目

ü 需要系统化管理各项目间的相互影响，以保证项目的顺
利进行

• 案例

ü 大型保险公司 (S公司、K公司等)

• 分阶段进行IFRS17相关项目的方案

ü 一个项目结束后再进行其他项目

ü 例如：假设项目⇒模型项目⇒结算项目

• 优点

ü 完成一个项目后再进行另一项目，可稳定提高各项目的
完成程度

ü 项目管理相对容易

• 缺点

ü 若前面的项目延迟，则后续项目也会顺延⇒有可能整
个项目会延迟

ü 必须稳定确保后续项目的咨询人员

• 案例

ü 中型保险公司 (M公司、O公司、T公司等)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 同时进行IFRS17相关项目的方案

ü 分别成立假设部分、模型部分、决算部分、经营管理部
分、ALM部分等项目组进行

• 优点

ü 通过项目间同步沟通，可综合考虑一个问题对其他部分
的影响

ü 可一次性确保咨询人员，稳定开展项目

• 缺点

ü 若模型不能稳定，有可能影响其他部分的项目

ü 需要系统化管理各项目间的相互影响，以保证项目的顺
利进行

• 案例

ü 大型保险公司 (S公司、K公司等)

• 分阶段进行IFRS17相关项目的方案

ü 一个项目结束后再进行其他项目

ü 例如：假设项目⇒模型项目⇒结算项目

• 优点

ü 完成一个项目后再进行另一项目，可稳定提高各项目的
完成程度

ü 项目管理相对容易

• 缺点

ü 若前面的项目延迟，则后续项目也会顺延⇒有可能整
个项目会延迟

ü 必须稳定确保后续项目的咨询人员

• 案例

ü 中型保险公司 (M公司、O公司、T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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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FRS17项目相关系统结构图
实施IFRS17项目前需明确定义因IFRS17受影响的现有系统和需要新开发的系统范围。

核心业务系统

Accounting Hub
(负债结算系统)

综合精算系统

IFRS17

Pricing

SAP
假设管理系统

EV/LAT/GMXB

经营计划等
资产模型

ALM 管理
会计

财务
会计

保险处理系统

: 新开发 : 改善功能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IFRS17数据管理系统 (DB)

Accounting Hub
(负债结算系统)经营计划等

资产模型

Audit tail / 披露管理系统

有效保单 新单 新产品 Cash Flow
(有效保单、新单)

Movement
data

保险负债
(BEL, RA, CSM)

会计结算用数据

资产处理系统

管理录入信息 计算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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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确保IFRS17实施预算
IFRS17项目的预算会根据项目的范围变动很大，需事前充分考虑。

ARK系统开发费用

S生命 – 第二阶段

• 10个中小型保险公司联合开发ARK系统
• 开发ARK系统投入173亿元

• IFRS17实施对保险公司经营环境带来重大影响
• S生命将进行约1,300亿元规模的IFRS17第二阶段项目

韩国媒体公布的项目预算事例• 100亿韩元=约5,750万元人民币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HN生命

H生命 – 行业推测

K生命 – 截止19.5月
• IFRS17相关费用投入预计约603亿元(截止19.5月)
• 完善市值评估系统、开发ERP及财务管理结算系统408亿元
• IFRS17开发费用195亿元, 软件维护费用等50亿元

『业内推测约3,000亿元规模的新保险系统，主要包括现有核心系统、信息
系统、手机端等各种IT系统

『我们投入相当于1年净利润的资金开发了系统。公司的压力很大，但这是
必须做的，所以做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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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精算软件的选择
选择可满足IFRS17决算要求的精算软件，同时考虑新的精算软件是否适合构建除决算功能
外的其他功能，最终成为公司的综合精算平台，实现定价、决算、资债管理一体化平台。

解决当前
使用模型的

问题

精准 高效
选择
精算

软件时
考虑
事项

选择
精算

软件时
考虑
事项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解决当前
使用模型的

问题

易维护费用
合理

选择
精算

软件时
考虑
事项

选择
精算

软件时
考虑
事项

One model Multiple models

Valuation ALM VS 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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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负债决算系统(Accounting Hub)构建方案
作为精算模型和财务会计系统桥梁作用的负债决算系统构建时需要同时考虑购买费用和系
统维护便利与否等因素。

In-House 构建方案 Package 引进方案

• 构建方案

ü 公司核心业务系统中搭建连接（I/F）精算模型和财务会
计系统的Accounting Hub。

• 优点

ü 在公司内部系统中搭建，构建系统时无特别的限制条件

• 缺点

ü 负责人离职等影响系统履历管理、系统维护可能出现问
题

ü 构建内部系统相比引进Package需更多人工， 构建费用
相对较高

• 案例

ü 早期启动IFRS17准备项目的多数大型保险公司

• 构建方案

ü 引进连接（I/F）精算模型和财务会计系统的Package

• 优点

ü Package内已经定义了大部分IFRS17要件

• 缺点

ü 难以变更Package内部原有的基本要件或难以增加新的
功能或要件

ü 提供Package的公司可否提供长期可持续的服务是关键

• 案例

ü PER (S产险)

ü Easy17i (I寿险, HN公司, T公司等)

ü EAS (Prophet S/W之一)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 构建方案

ü 公司核心业务系统中搭建连接（I/F）精算模型和财务会
计系统的Accounting Hub。

• 优点

ü 在公司内部系统中搭建，构建系统时无特别的限制条件

• 缺点

ü 负责人离职等影响系统履历管理、系统维护可能出现问
题

ü 构建内部系统相比引进Package需更多人工， 构建费用
相对较高

• 案例

ü 早期启动IFRS17准备项目的多数大型保险公司

• 构建方案

ü 引进连接（I/F）精算模型和财务会计系统的Package

• 优点

ü Package内已经定义了大部分IFRS17要件

• 缺点

ü 难以变更Package内部原有的基本要件或难以增加新的
功能或要件

ü 提供Package的公司可否提供长期可持续的服务是关键

• 案例

ü PER (S产险)

ü Easy17i (I寿险, HN公司, T公司等)

ü EAS (Prophet S/W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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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负债决算系统(Accounting Hub) 构建方案(续)
即使选择引进Package，需根据制度变更或会计政策变更要件，调整相应的功能模块。

Inbound Processing

• 获取保单基础数据（核心业
务系统I/F）

• 验证基础数据

• 按统计口径分组合并

变动履历管理

• 按月决算方式计算变动履历

• 未到期责任负债变动履历

• 已发生未决负债变动履历

• 新单费用变动履历

• 再保险资产/负债变动履历

负债决算系统Package(最初功能)

变更/追加功能

• EIR计算

• CSM摊销率计算

• 月决算方式⇒累积决算方式

• 细化未到期责任负债变动分析

• 简化已发生未决负债变动履历计算

• 调整统计口径下新单费用变动履历
计算方式

• 负债决算流程管理界面调整

• 增加/调整生成分录信息

• ……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 按月决算方式计算变动履历

• 未到期责任负债变动履历

• 已发生未决负债变动履历

• 新单费用变动履历

• 再保险资产/负债变动履历

Outbound processing

• 生成分录信息

• 财务会计系统I/F

基准信息/报告管理

• 基准信息管理

• 报告管理

• 负债决算流程管理

• EIR计算

• CSM摊销率计算

• 月决算方式⇒累积决算方式

• 细化未到期责任负债变动分析

• 简化已发生未决负债变动履历计算

• 调整统计口径下新单费用变动履历
计算方式

• 负债决算流程管理界面调整

• 增加/调整生成分录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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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核心业务系统的调整范围
在构建IFRS17决算系统时，需要调整核心业务系统的部分内容，此类调整必须考虑当前系统
的承受范围。

保险/投资成分的分拆

已发生未决负债 I/F范围 同一往来是否进行两次分录录入

• (方案1) 保险金/给付金给付时实时处理：大范
围修改当前系统

• (方案2) 根据按月累积数据批处理: 对当前系统
影响较小

2. IFRS17项目前的准备

已发生未决负债 I/F范围 同一往来是否进行两次分录录入

财务会计系统金额的一致性

核心业务系统的
调整范围

• 财务会计系统中处理的金额与核心业务系统处
理数据须保持一致: 审阅当前系统/精细化调整

• (方案1) 同一往来(如收取保费、支付保险
金)录入后，按IFRS17目的进行追加调整
(无需调整当前系统)

• (方案2) 同一往来进行两次分录录入

• (方案1) 区分已发生未决负债(LIC)变动额
I/F (需调整当前系统) 

• (方案2) 只标示LIC余额，增减额按净额
处理 (无需调整当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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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FRS17决算相关系统及数据流程图
实施IFRS17决算，需重新考虑核心业务系统中的产品信息、保单信息、保费缴纳、理赔等数
据经精算系统和财务决算系统等系统演算，最终完成决算业务的数据处理流程。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主要信息

Assp. Data Mart

核心业务系统

假设系统

转换日
公允价值计算

精算系统

Inbound 
processing

负债决算系统

履约现金流 变动履历管理

未到期责任负债
(分阶段)

Outbound 
processing

I/F账务处理

财务会计系统

手工账务处理

交易调整/
决算调整保单信息

理赔信息

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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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未决赔付

理赔准备金
IBNR
其他

保单现金流

保费信息
保险/投资成分

CSM摊销 决算流程管理

其他决算相关信息 基准信息
/报告管理

决算多元化

费用分类

财务信息系统

核心业务
系统 I/F

精算系统
I/F

负债决算
I/F

财务会计
I/F

费用分类

分类
In-

bound
I/F

Out-
bound

I/F

保单信息

理赔信息

产品信息



3.2 负债决算系统的主要组成
负债决算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从核心业务系统和精算系统中获取数据，通过变动履历管理模块
的演算后向财务会计系统输出负债决算数据。

인풋데이터

가정데이터

기간계

가정계

전환시점
공정가치 산출

계리계

예상 현금흐름

잔여보장부채
산출 (단계별)

I/F 전표 처리

재무회계

수기전표 처리

거래조정/
결산조정보유계약정보

지급정보

급부정보

상품정보

Inbound 
processing

负债决算系统

变动履历管理

Outbound 
processing

Inbound Processing
• 从核心业务系统、精算系统及费用分配系统中获取负债决算相关信息

（预期现金流、实际现金流、费用分配），同时按照负债决算时统计
口径（如：组合+保险合同组+cohort）进行分组合并。

变动履历管理
• 根据变动类型（未到期责任负债、已发生未决负债、再保险、新单费

用等）进行履历管理
• EIR计算(在特定分组中如无法计算出有效EIR，采用替代方法)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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발생사고부채

OS

IBNR

기타

실제현금흐름

보험료

보험요소/투자요소

CSM상각율
산출

기타결산
필요정보산출

복수원장

사업비분류

재무정보

기간계
I/F

계리계
I/F

부채
결산
I/F

재무
회계
I/F

사업비배부

배
부
실
행

In-

bound

I/F

Out-

bound

I/F

보유계약정보

지급정보

급부정보

상품정보 决算流程管理

基准信息
/报告管理

基准信息/报告管理
• 根据既定要件设置基准信息

(决算方式、组合管理、现金流类型定义、设置变动履历基础信息)
• 变动履历分析报告

决算流程管理
• 对决算流程进行管控 (决算实施/取消/错误处理/重新演算)

Outbound Processing
• 根据变动履历演算后，按既定科目进行会计分录
• 与财务会计系统(SAP)对接



인풋데이터

가정데이터

기간계

가정계

전환시점
공정가치 산출

계리계

예상 현금흐름

잔여보장부채
산출 (단계별)

I/F 전표 처리

재무회계

수기전표 처리

거래조정/
결산조정보유계약정보

지급정보

급부정보

상품정보

Inbound 
processing

부채결산

변동이력관리

Outbound 
processing

3.3 财务信息系统的主要组成
财务信息系统从核心业务系统和精算系统等系统获取信息并传送信息至相应系统，并生成会
计分录传送至财务会计系统。

核心业务系统 I/F
• 实际现金流数据I/F设计开发

- 理赔、保费收入等
- 再保险、费用基准等

精算系统 I/F
• 预期现金流数据I/F设计开发

- 原保险、再保险合同最初/后续(BEL,RA,TVOG) 计量
- 净现金流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발생사고부채

OS

IBNR

기타

실제현금흐름

보험료

보험요소/투자요소

CSM상각율
산출

기타결산
필요정보산출

복수원장

사업비분류

사업비배부

배
부
실
행

In-

bound

I/F

Out-

bound

I/F

보유계약정보

지급정보

급부정보

상품정보
결산프로세스

관리

기준정보/보고
서관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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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系统

核心业
务系统

I/F

精算系
统 I/F

负债决
算系统

I/F

财务会
计系统

I/F

负债决算系统 I/F
• 生成原保险、再保险合同的合同分组、主合同附加合同的捆绑等统计

口径下的实际现金流数据
- 生成理赔金、保费、已发生未决负债，再保险等现金流数据

• 生成预期现金流数据
- 最初/后续(BEL,RA,TVOG)计量等INBOUND数据
- EIR，CSM摊销，再保险分保率等INBOUND数据

财务会计系统I/F
• 生成会计分录信息病传送至财务会计系统

- 分录信息, 保险/投资成分, 费用分配
• 传送各科目余额信息等

- 科目余额、费用分配信息



3.4 费用分类及分配系统
为了IFRS17决算目的，需生成费用假设，对费用进行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分类、按统计口径
分配等。

• 费用分配系统的主要组成: 根据实际费用信息（财务会计系统）
与核心业务系统中的分类方法进行 I/F

• 定义各费用科目分配方法

ü 直接法: 直接分配到各保险合同
ü 阶段法: 先分配到渠道再分配到保险合同
ü 根据组织架构分配

• 传送分配结果: 费用分配按科目，分配至保险合同，按现金类型和
保险合同传送至负债决算系统。

类型 分类方法

佣金系统
• 事前定义输入各种费用至佣金系统时的类别，区
分直接/间接费用

• 对象: 各种佣金手续费等

• 输入费用凭证时增设可选择直接/间接费用分类的
界面 (需事前定义)

• 对象:促销费用、店铺运营费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 费用分配系统的主要组成: 根据实际费用信息（财务会计系统）
与核心业务系统中的分类方法进行 I/F

• 定义各费用科目分配方法

ü 直接法: 直接分配到各保险合同
ü 阶段法: 先分配到渠道再分配到保险合同
ü 根据组织架构分配

• 传送分配结果: 费用分配按科目，分配至保险合同，按现金类型和
保险合同传送至负债决算系统。输入费用凭证

• 输入费用凭证时增设可选择直接/间接费用分类的
界面 (需事前定义)

• 对象:促销费用、店铺运营费

适用按ABC方法
进行分配

• 进行费用分摊时按部门ABC比例分配
• 对象: 薪资等大部分管理费

部门分配费用 • 根据费用分配原则，按部门特性分配
• 对象: 各种手续费、咨询费、通讯费、杂费等

部门运营资产比
例分配

• 根据运营资产分配
• 对象: 资产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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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系统精算系统 负债决算系统负债决算系统

费用分配系统费用分配系统 财务会计系统财务会计系统

核心业务系统核心业务系统

决算对象
保险合同信息

分配标准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分配结果

预定费用

1

1

2

3

1
Inbound Data I/F 

实施及验证费用分配

Outbound Data I/F

1

2

3

负债决算结果



3.5 决算多元化
IFRS17准备过程和实施之后，公司需根据不同的监管要求和目的，同时编制多种财务报表。
为此，公司在开发系统时考虑，在原有的会计账目外准备辅助账目，以满足多种报告目的。

共同

IAS 39 only

• 原责任准备金信息
• 有形、无形资产的获取

• 交易型资产获取/处置
• 可供出售资产获取/处置

• FVPL获取/处置/评估
• FVOCI获取/处置/评估

IFRS 4+IAS 39 辅助账目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24

IFRS 9 only

IFRS 17 only

IFRS17 + 监管报告
only

监管报告 only

其他

• FVPL获取/处置/评估
• FVOCI获取/处置/评估

• IFRS17负债评估
• IFRS17调整项 (*1)

• 变额保险特别账户调整
• 分红调整

• 余额调转

• 变额保险特别账户调整 IFRS 4+IFRS 
9

IFRS17+IFRS 9

IFRS17+IFRS 9
+ 监管报告调整

主账目

辅助账目

(*1) IFRS4下的保费收入、退保金等按IFRS17调整
(*2) 过度期内未反映IFRS17往来、只反映了IFRS9，主要目的是验证分析IFRS9调整效果

辅助账目



3.6 构建IFRS17决算系统的IT Infra构成
IFRS17决算需大量Stochastic Run及重复演算，对IT系统的Input/Output数据处理速度、
演算速度的要求非常高，需考虑HPC等高性能IT Infra构成。

区分 类型 具体项目

H/W

EXADATA Oracle EXADATA

Server

HPC Head Node
HPC SQL DB Server
HPC Compute Node
Active Directory
HPC Client
RACK HPC除外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HPC Head Node
HPC SQL DB Server
HPC Compute Node
Active Directory
HPC Client
RACK HPC除外

Storage EMC Storage

S/W

模拟系统 VMWare

OS, SQL Microsoft SW

DATA Backup Backup  SW Agent

OS Backup OS Backup Agent 추가

SMS SMS Agent 추가

DB控制 DBSafer DB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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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调试/管理精算系统、负债决算系统的处理时间
为IFRS17决算树立目标处理时间，特别是对处理时间较长的精算系统，需分析 Input 
loading、演算、Output 阶段，并通过多次调试按不同阶段进行调整，提高系统效率。

阶段分析 (MVT) 情景数 Shock数 Run time (分钟)

Main Application 合计
分红率 1,000 7 50 2 52

最初计量 1,000 7 10 1 11

期末预期_EB 1,000 7 x 4 1,500 - 1,500

• 分析Run-time，树立目标处理时间
ü 分析精算系统各处理阶段的处理时间
ü 根据IFRS17目标结算时间调整精算系统Run-time目标

事前 Run

• Input loading阶段

ü Input Table结构效率化

ü 服务器分配功能
- DB Node load balancing等服务器自动

分配功能调整

ü Query tuning

• Calculation阶段

ü Core分配方式调整
- 按产品或按保单、或一定组合

ü CPU占有率效率分析

• Output阶段

ü 大数据DB存储方式
- DB Direct Path或Text方式分散储存

ü DB储存最优方案

3. IFRS17项目中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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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预期_EB 1,000 7 x 4 1,500 - 1,500

期末预期_NB 1,000 7 x 4 20 20 40

实际结算利率_EB 1,000 7 x 2 800 - 800

实际结算利率_NB 1,000 7 x 2 10 10 20

模型变更 1 7 120 20 140

新单流入变更 1,000 7 500 20 520

精算假设变更 1 7 120 20 140

保护选择权变更 1,000 7 500 20 520

分红 1 7 120 20 140

其他经济假设 1 7 120 20 140

期末贴现率调整 1 7 120 20 140

计 除事前Run 2,190 193 2,383

含事前Run 4,490 193 4,683

事前 Run

事前 Run

• Input loading阶段

ü Input Table结构效率化

ü 服务器分配功能
- DB Node load balancing等服务器自动

分配功能调整

ü Query tuning

• Calculation阶段

ü Core分配方式调整
- 按产品或按保单、或一定组合

ü CPU占有率效率分析

• Output阶段

ü 大数据DB存储方式
- DB Direct Path或Text方式分散储存

ü DB储存最优方案

约40HR
约78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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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FRS17决算稳定化
韩国保险公司计划IFRS17实施后的目标结算日程与当前决算日程保持一致，约在每月20日
左右结束。按照这一目标，已构筑好系统的各保险公司正在进行月决算稳定化调试。

决算业务日程安排
Level 1 Level 2 时间 结束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保单录入
结束

保单录入 16 D+15

再保保单 4 D+13

资产运营
录入结束

存款 5 D+5

有价证券 12 D+12

贷款 7 D+7

衍生产品 6 D+6

• 重新分析现行决算日程和流程

ü 分析核心业务流程I/F数据

ü 改善现行流程决算流程

• IFRS17精算系统稳定化及提高效率

ü 提高精算系统性能和效率

• 熟悉IFRS17决算流程并提高决算熟练度

ü 通过并行决算，熟悉IFRS17决算流程

ü IFRS17决算结果进行验证分析，并提高效
率

4. IFRS17正式实施前待解决的问题

费用录入
结束

薪酬 6 D+6

佣金 8 D+12

经费 3 D+3

其他 3 D+3

固定资产
录入结束

有形资产 5 D+5

无形资产 5 D+5

其他录入
结束 其他科目 14 D+14

IFRS17   
决算

费用 3 D+16

负债 11 D+20

财务决算
特别账户 7 D+7

税务 15 D+21

编制报表 17 D+22

As-Is 

IFRS17 决算相关增加的流程时间

增加7天

• 重新分析现行决算日程和流程

ü 分析核心业务流程I/F数据

ü 改善现行流程决算流程

• IFRS17精算系统稳定化及提高效率

ü 提高精算系统性能和效率

• 熟悉IFRS17决算流程并提高决算熟练度

ü 通过并行决算，熟悉IFRS17决算流程

ü IFRS17决算结果进行验证分析，并提高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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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善提高IFRS17决算系统方案
韩国保险公司在新构建的系统中继续反映K-ICS(SAP)、监管要求下的财务报表（PAP, 
Prudent Accounting Principal），IFRS17(GAAP)下的修改项目等内容。.

• 确定会计政策

ü 实时更新监管会计和K-ICS制度变更事项

ü 更新公司暂定会计政策

ü 根据转换日评估方式的测算结果确定转换
日的会计政策等

• 修改决算系统

ü 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系统变更

ü 转换日测算

• 分析结果及实施日之前与审计师对接

ü 验证决算结果的合理性的方法和简易Tool

ü 与审计师沟通会计政策、决算结果等

4. IFRS17正式实施前待解决的问题

• 确定会计政策

ü 实时更新监管会计和K-ICS制度变更事项

ü 更新公司暂定会计政策

ü 根据转换日评估方式的测算结果确定转换
日的会计政策等

• 修改决算系统

ü 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系统变更

ü 转换日测算

• 分析结果及实施日之前与审计师对接

ü 验证决算结果的合理性的方法和简易Tool

ü 与审计师沟通会计政策、决算结果等

• 监管会计
ü 正在制定财报格式及监管报告格

式

ü 转换日的评估方法有待确定

ü ……

• K-ICS 
ü 可更新合同的处理方式

ü RA计算方式

ü ……

• 审阅会计政策
ü 年金给付期开始后的年金处理

ü 分红的处理

ü ……

• 结果分析
ü 与现行LAT结果进行比对

ü BEL, RA 变动分析

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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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FRS17实施相关的后续项目
IFRS17决算系统运行稳定前提下，为满足新制度下的公司经营管理要求，各保险公司将继续
推行内部风险管理系统、 ESG（Economic Scenario Generator）系统、经营管理等项目。

内部风险管理系统

• ALM系统

ü 资产负债管理

ü 资债管理下的战略资产分配

• 保险风险内部模型

ü 监管规定下的RA模型外，须搭
建内部模型

ESG系统

• ESG系统

ü IFRS17, K-ICS 及 ALM使用的
经济假设情景

ü RN, RW Scenarios

• IFRS17贴现率

ü 固定利率型产品所需贴现率情
景

经营管理（新）项目

• KPI体系调整

ü 档期损益为基础的KPI体系⇒
资产负债表(资本)为基础的KPI 
体系

• 佣金体系调整

ü 现有佣金体系的局限性

ü 分产品类型提供不同的佣金分
配体系

4. IFRS17正式实施前待解决的问题

• ALM系统

ü 资产负债管理

ü 资债管理下的战略资产分配

• 保险风险内部模型

ü 监管规定下的RA模型外，须搭
建内部模型

• ESG系统

ü IFRS17, K-ICS 及 ALM使用的
经济假设情景

ü RN, RW Scenarios

• IFRS17贴现率

ü 固定利率型产品所需贴现率情
景

• KPI体系调整

ü 档期损益为基础的KPI体系⇒
资产负债表(资本)为基础的KPI 
体系

• 佣金体系调整

ü 现有佣金体系的局限性

ü 分产品类型提供不同的佣金分
配体系

• IFRS17决算系统稳定化

30



4.4 KPI体系调整思路
实施IFRS17后，公司新的KPI制度需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方向与IFRS17下的决算结果相连
系，并在健全性/收益性/增长性指标间考虑优先顺序及均衡点。

• 设定KPI的核心考虑因素

ü 中长期战略方向

ü 考虑因素中的优先顺序

ü 各指标的均衡

• 考虑市场份额、资产规模等，保费收入规模仍
需考虑

• 但对新单保费收入等指标需与收益性指标同时
考虑。

增长性增长性

4. IFRS17正式实施前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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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先考虑因素

增长性

健全性 收益性

最优化

健全性和收益性作为前提，成长
最大化

可持续发展企业的
核心因素

• 考虑分别管理损益表当中的成本差异 (预期
vs 实际)和新单CSM

• EV vs CSM: 两个指标的不同特性需分别考虑
⇒反映资本费用和评估方式有差异

• 为降低资本变动性，加强Duration Gap管
理和K-ICS的连系

• 但综合考虑公司增长和性目标，制定公司整
体风险原则和目标

收益性收益性

健全性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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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韩国保险业M&A现状
5. 其他

近几年韩国保险业主要以外资保险公司为主发生了多起并购，主要形式为“内”进“外”
退。媒体曝出未来仍有几家外资保险公司准备出售在韩分支机构。

被并购公司 并购方(并购日) 资产规模 交易价(交易比例）

现代人寿

Alianz人寿

PCA人寿
(United Kingdom)

安邦人寿
(‘16.12.30)

未来资产人寿
(‘17.5.18)

富邦人寿
(‘15.12,7,18.9.14)

17.6万亿
元(’16.12)

5.3万亿元
(’16.12)

7.1万亿元
(’15.12)

35亿元
(100%)

1,700亿元
( 100%)

2,200亿元(48.62%)
2,336亿元(13.40%)

保险公司
(母公司国别)

M公司
(U.S.)

资产规模
(RBC比率) （注）

21.6万亿元
(237.5%)

• 1万亿韩元=约57.5亿人民币

PCA人寿
(United Kingdom)

Orange Life
(原ING人寿)

乐天产险

MG产险

Prudential人寿
(United States)

The K产险

KDB人寿

未来资产人寿
(‘17.5.18)

新韩金控
(‘19.2.1)

JKL Partners
(‘19.5.24)

JC Partners
(‘20.4.1)

KB金控
(‘20.4.10)

韩亚金控
(‘20.5.27)

JC Partners
(正在进行中)

5.3万亿元
(’16.12)

32.7万亿
元(’18.12)

14.4万亿
元(’19.3)

3.9万亿元
(’19.12)

21.1万亿
元(’20.3)

0.9万亿元
(’19.12)

19.8万亿
元(’20.6)

1,700亿元
( 100%)

2조 2,989亿元
( 59.15%)

3,734亿元
( 53.49%)

2,000亿元有偿增资
(93.93% GP)

2조 2,650亿元
(100%)

770亿元
(70%)

2,000~8,000亿元
(92.73%)

L公司
(U.S.)

A公司
(France)

4.8万亿元
(311.2%)

10.1万亿元
(222.3%)

注：资产规模 ’19.12, RBC比率 ‘20. 3基准

(Source: 各公司披露信息及媒体新闻)

(Source: 各公司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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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韩国新偿付能力制度（K-ICS）主要内容及影响
5. 其他

韩国保险业预期新偿付能力制度(K-ICS)实施后，最低资本增加，可用资本减少，导致偿付
能力比例远低于目前RBC制度下的偿付能力比率。

可用资本

• 现行偿付能力制度 (RBC)

ü 资产评估: 财务报表上的资产评估值（大部分以市值标示）

ü 负债评估: 定价时点假设作为评估基础(LAT作为补充)

ü 可用资本: 可分为基础资本和补充资本，但无明显区别

• 新偿付能力制度（K-ICS）

ü 资产负债公允价值评估

- 公允价值评估持有到期类债券及贷款

- 公允价值评估保险负债(BE+RM)

ü 可用资本: 以公允价值评估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计算，根据
吸收损失性区分基础资本和补充资本

- 判断标准: 可用性、持续性、次级与否等

最低资本

• 现行偿付能力制度 (RBC)

ü 风险类型: 保险、利率、市场、信用、运营风险

ü 风险计算: 风险系数法

ü 置信水平: 99%

• 新偿付能力制度（K-ICS）

ü 风险类型: 人寿·长期损失保险风险, 利率风险(含市场
风险), 信用风险, 运营风险

ü 风险计算: 情景法

ü 置信水平: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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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偿付能力制度 (RBC)

ü 资产评估: 财务报表上的资产评估值（大部分以市值标示）

ü 负债评估: 定价时点假设作为评估基础(LAT作为补充)

ü 可用资本: 可分为基础资本和补充资本，但无明显区别

• 新偿付能力制度（K-ICS）

ü 资产负债公允价值评估

- 公允价值评估持有到期类债券及贷款

- 公允价值评估保险负债(BE+RM)

ü 可用资本: 以公允价值评估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计算，根据
吸收损失性区分基础资本和补充资本

- 判断标准: 可用性、持续性、次级与否等

• 现行偿付能力制度 (RBC)

ü 风险类型: 保险、利率、市场、信用、运营风险

ü 风险计算: 风险系数法

ü 置信水平: 99%

• 新偿付能力制度（K-ICS）

ü 风险类型: 人寿·长期损失保险风险, 利率风险(含市场
风险), 信用风险, 运营风险

ü 风险计算: 情景法

ü 置信水平: 99.5%

可用资本 ↓ ,    最低资本 ↑ 偿付能力比率骤减



发行混合资本债券
• 韩国保险公司发行混合资本债关联规定

ü K-ICS 要求最低资本15%内的发行金额认可为基础资本

ü 在自有资本限度内发行(保险法实施令)

ü 计算外汇头寸时计为负债

• 最近案例
ü ‘20.8.11 新韩人寿（3000亿韩元）

ü 2017/18年四家韩国寿险公司成功在海外发行

有偿增资
• 保险公司有偿增资特点

ü 增资款100%认可为可用资本

ü 主要以M&A和大股东参与方式实施

ü 可能是没有其他方案时采取的最终方案

• 最近案例(M&A vs 大股东参与)
ü 现代富邦人寿, MG产险, 乐天产险

ü 韩华产险、NH人寿、韩亚产险

5.3

5. 
其他

新制度实施相关的保险公司应对方案
为了应对IFRS17和K-ICS等制度的实施导致的资本减少和健全性恶化等影响，各家保险公
司正在采取多种方法。

扩充资本

及改善健全性

5. 其他

引入财务再保险制度

• 共同再保险特点
ü 按毛保费进行分保，可转移利率风险和退保风险等

ü 减少最低资本，不增加可用资本

• 近况
ü ‘20. 1公布共同再保险方案(金融委)

ü ‘20. 4~6 修改保险业监督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ü 韩再（Korean Re）及多家全球再保公司正在准备中

• 韩国保险公司发行混合资本债关联规定
ü K-ICS 要求最低资本15%内的发行金额认可为基础资本

ü 在自有资本限度内发行(保险法实施令)

ü 计算外汇头寸时计为负债

• 最近案例
ü ‘20.8.11 新韩人寿（3000亿韩元）

ü 2017/18年四家韩国寿险公司成功在海外发行

发行次级债

• 韩国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关联规定
ü K-ICS要求最低资本50%内认可为补充资本

ü 离到期日未满5年认可金额每年递减20% (如有Lock-
in 条款 *1) ，无需调整认可金额)

• 最近案例
ü ’2020年：Meritz火灾保险、MG产险、 乐天产险, 

富邦现代人寿, 兴国火灾等共计发行3,930亿韩元

• 保险公司有偿增资特点
ü 增资款100%认可为可用资本

ü 主要以M&A和大股东参与方式实施

ü 可能是没有其他方案时采取的最终方案

• 最近案例(M&A vs 大股东参与)
ü 现代富邦人寿, MG产险, 乐天产险

ü 韩华产险、NH人寿、韩亚产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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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要求停止支付本息的条款，增强损失吸收性





SOCIETY OF ACTUARIES
Antitrust Compliance Guidelin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ety of Actuarie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embership.  While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nd associations are well-recognized and encouraged, association activities are vulnerable to close 
antitrust scrutiny.  By their very nature, associations bring together industry competitors and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s aim to protect consumers by preserving the free economy and prohibiting anti-
competitive business practices; they promote competition.  There are both state and federal antitrust laws, although state 
antitrust laws closely follow federal law.  The Sherman Act, is the primary U.S. antitrust law pertaining to association 
activities.   The Sherman Act prohibits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that places an unreasonable restraint on 
trade.  There are, however, some activities that are illegal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such as price fixing, market allocation
and collusive bidding.  

There is no safe harbor under the antitrust law fo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activities.  Therefore, association meeting 
participants should refrain from discussing any activity that could potentially be construed as having a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Discussions relating to product or service pricing, market allocations, membership restrictions,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or other conditions on trade could arguably be perceived as a restraint on trade and may expose the SOA 
and its members to antitrust enforcement procedure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all SOA in person meetings, webinars, teleconferences or side discussions, you should avoid 
discussing competitive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th competitors and follow these guidelines:

• Do not discuss prices for services or products or anything else that might affect prices
• Do not discuss what you or other entities plan to do in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or product markets or with particular customers.
• Do not speak on behalf of the SOA or any of its committees unless specifically authorized to do so.
• Do leave a meeting where any anticompetitive pricing or market allocation discussion occurs.
• Do alert SOA staff and/or legal counsel to any concerning discussions
• Do consult with legal counsel before raising any matter or making a statement that may involve competitive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Adherence to these guidelines involves not only avoidance of antitrust violations, but avoidance of behavior which might 
be so construed.  These guidelines only provide an overview of prohibited activities.  SOA legal counsel reviews meeting 
agenda and materials as deemed appropriate and any discussion that departs from the formal agenda should be 
scrutinized carefully.  Antitrust compliance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however, please seek legal counsel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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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Disclaimer

Presentations are intended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 not replace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judgment. Statements 
of fact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participants 
individually and, unless expressly stated to the contrary, are not 
the opinion or position of the Society of Actuaries, its 
cosponsors or its committees. The Society of Actuaries does 
not endorse or approve,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ttendees should note that the sessions are audio-
recorded and may be published in various media, including 
print, audio and video formats without furthe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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