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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鼎睿
鼎睿再保險有限公司(「鼎睿」)的總部位於亞太地區的中心

城市 — 香港，並於2012年12月獲得香港保險業監理處
的授權進行承保業務。

鼎睿以8.411億美元的股東權益(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致力於為亞太區、歐洲、中東、非洲地區(EMEA)及美洲
地區的客戶提供創新和前瞻性的再保險服務。2014年 
6月，鼎睿獲得由香港保險業監理處頒發承保長期再保險
業務的牌照，進一步拓展我們的服務範圍，成為亞太區內

少數建立於本地而能同時承保壽險與非壽險的再保公司 

之一。我們在區域和全球範圍內提供再保險合約業務， 

量身定制風險轉移和資本管理方案，契合客戶需求。

鼎睿的使命是以全新角度推進再保險業務邁向現代化， 

為亞太地區的繁榮和持續增長提供保障。我們瞭解到環球

經濟體系正迅速發展並趨向全球化，複雜的新型風險 

正陸續出現，因此需要全新的風險和資本管理解決方案。

鼎睿與客戶緊密合作，提供富意義的再保險方案，以解決

具體的市場挑戰，支持長期增長。

正因為我們細心聆聽，才能夠迅速做出誠信決策，同時 

我們勇於把所需所以付諸實踐。

鼎睿由兩家股東共同持有，包括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復星」) 以及國際金融公司(IFC) 。兩家股東分別持股
86.93%及13.07%。鼎睿獲得貝氏國際評級公司(A.M. 
Best)授予的「A-」評級。

如欲瞭解鼎睿能如何幫助您實現更好的財務狀況和保護，

請訪問我們的網站：www.peak-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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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
鼎睿在致力投資於增進知識和提升科技的同時，為客戶 

提供精辟獨到的見解，有助於客戶管理及降低他們想要 

保護的地區所面臨的風險。

專注投入
鼎睿的使命是推動全球再保險業的發展，並專注開拓發展

中市場。我們清晰一致的經營策略源自這份承諾。

勇於實踐
鼎睿由成立至今，一直以「高瞻遠矚、勇於創新實踐」作為

品牌建立的重要基石，藉以體現我們用心服務客戶和社區

的決心。這個理念備受市場肯定。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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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創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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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元

2015
美元

毛承保保費 698,226,744 582,680,029 

已賺毛保費 609,890,297 477,979,901

轉分保保費 (52,925,793) (18,040,709)

已賺淨保費 556,964,504 459,939,192

賠付支出 (219,721,760) (131,986,557)

轉分保攤回賠付 7,469,970 –

未決賠付變動額 (171,025,754) (238,454,733)

未決轉分保賠付變動額 5,915,186 25,638,704

賠付淨值 (377,362,358) (344,802,586)

手續費支出 (152,854,245) (84,645,139)

手續費收入 10,953,686 298,868

手續費淨值 (141,900,559) (84,346,271)

管理費用支出 (26,150,970) (22,098,880)

年內承保盈利 11,550,617 8,691,455

投資收入 15,528,898 50,458,192

應占聯營公司損益 2,145,000 –

其他支出 (1,494,516) (1,738,670)

外彙虧損 (22,013,279) (4,999,457)

稅前盈利 5,716,720 52,411,520

所得稅抵免 1,215,726 1,375,805

年內盈利 6,932,446 53,787,325

其他綜合收入

在隨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其他綜合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允價值變動 18,429,440 (31,286,237)

  應占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入 840,500 –

  重新分類調整 3,598,525 (253,981)

  所得稅影響 (5,079,211) 5,742,535

年內其他綜合收入 17,789,254 (25,797,683)

年內綜合收入總額 24,721,700 27,989,642

	財務概覽

損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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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元

2015
美元

資產

無形資產 444,790 771,037

房地產及設備 114,582 182,444

聯營公司投資 54,485,500 –

持有至到期投資 54,344,811 36,335,770

可供出售投資 630,329,372 511,429,33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164,252,386 191,279,327

貸款和應收款項 32,334,017 –

遞延獲取成本 99,126,574 60,032,829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096,065 7,986,639

轉分保資產 56,759,640 26,050,781

遞延所得稅資產 8,642,490 10,687,678

再保險應收賬款 555,456,004 380,877,135

應收控股公司款項 258 –

現金及銀行結存 283,452,818 173,924,552

資產總值 1,948,839,307 1,399,557,522

負債

再保險合約/保單債務 855,361,826 584,959,105

再保險應付款項 207,278,465 88,615,731

遞延佣金收入 6,948,249 46,20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6,162,497 4,218,006

递延稅务負債 – –

當時所得稅負債 1,950,292 5,302,200

負債總額 1,107,701,329 683,141,244

淨資產 841,137,978 716,416,278

權益

股本 650,000,000 550,000,000

儲備 191,137,978 166,416,278

841,137,978 716,416,278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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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元

2015
美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

  稅前盈利 5,716,720 52,411,520 
  房地產及設備折舊 88,240 150,324
  無形資產攤銷 339,621 371,239
  應占聯營公司盈利 (2,145,000) –
  利息收入 (24,505,892) (21,859,38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股利收入 (9,336,904) (8,538,94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16,686,737 12,575,436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收益 (811,978) (61,558,27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12,458,099) (10,121,871)
再保險合約應付款項變動 176,194,344 205,204,157
未到期責任准備金變動 63,499,518 104,274,508
再保險貸方變動 118,662,734 31,996,35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變動 (2,315,649) (8,931,710)
遞延獲取成本變動，淨 (32,191,698) (31,691,930)
再保險應收款項變動 (131,496,154) (201,758,86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變動 11,936,951 19,196,236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 177,863,491 81,718,787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房地產及設備 (20,378) (137,828)
購買無形資產 (13,374) (859,047)
已收利息 25,265,749 20,726,197
現金抵押品变动 (13,242,738) –
股票投資股利收入 9,094,111 8,533,660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付款 (540,068,742) (463,528,308)
購買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投資的付款 (14,479,769) (72,054,000)
購買持有至到期投資的付款 (19,880,627) (37,282,371)
聯營公司投資付款 (51,500,000) –
可供出售投資到期時的所得款項 242,126,046 138,715,58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所得款項 158,938,066 91,389,621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投資的所得款項 23,870,654 252,647,421
投資活動使用現金流量淨額 (179,911,002) (61,849,067)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注資所得款項 100,00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項目增加淨額 97,952,489 19,869,720
年初現金及銀行結存 173,924,552 156,907,643
外彙變動影響數 (1,666,961) (2,852,811)

年末現金及銀行結存 270,210,080 173,924,552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財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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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財產險

20%  美洲地區*

16%  歐洲、中東、
       非洲地區64%  亞太區

72%    於3個工作天內

7%  當天

4%  超過10個工作天

7%  於10個工作天內

10%  於5個工作天內

業務組合

理賠所需時間統計

按市場

5%  人壽險

2%  水險

7%  農險

24%  車險

15%  責任險

1%  信用和債券保險

按險種

* 美洲地區包括 
加勒比海、北美、 
拉丁美洲以及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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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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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與	
首席執行官致辭

鼎睿在2016年繼續保持穩健	
增長。雖然由於總投資收益的
減少，使我們2016財年的淨收
益從5,379萬美元下降到690萬
美元，但是公司仍然持續著	
強勢而穩定的增長勢頭，我們
的承保業務依然成績斐然。

總保費收入從 5 . 8 2 7億美元增至	
6.982億美元，增幅達20%。而且除	
這種顯著的增長外，在全球和區域	

市場持續疲軟的背景下，我們的綜合

成本率仍達到 9 7 . 6 %，繼續保持	
穩定，這一點讓我們尤為滿意。

具有彈性同時穩定的 
技術績效
我們的保險業務團隊多年來在持續	

惡化的再保險市場上仍能保持自身的	

技術優勢，這份成就值得嘉獎。我們

專注於低波動性的業務組合的努力	

繼續為公司帶來回報。

我們亦致力於採取謹慎的方式來保留

比保費收入增長更快的準備金。

鼎睿的技術性業績亦繼續受惠於非常

具競爭力的營運成本率。公司2016年
的營運成本率為4.7%。這成績反映
了公司綜合環球承保平台的有效性	

及作為初創企業的企業家特徵。

2 0 1 6年，公司在建立穩健的業務	
組合上進一步取得進展－包括在地理

覆蓋和產品多樣化方面。儘管擁有	

多元化的業務組合，公司的重心仍在

亞太區。64%的業務來自亞太區，	
剩下的36%來自世界其他地方。

建立全球業務
2 0 1 6年9月，基於2 0 1 5年的保費	
數據，鼎睿榮登由貝氏國際評級公司

(A.M.	Best)評比的全球再保險公司	
50強榜單，這是我們投入運營僅三年
後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同時，我們

獲得主要股東復星集團的信任，得到

1億美元的注資。這筆資金將有助於
我們保持強勁的盈利增長勢頭。

2 0 1 6年，我們也完成了對加勒比	
地區領先保險公司NAGICO	50%股份
的收購。這收購可為我們提供具有	

吸引力及更多元化的業務。

總體而言，隨著亞洲銀行與金融雜誌

向我們授予「亞洲年度再保險商」	

獎項，我們進一步證實了自身的	

實力，也日益受到利益相關者的	

認可。此外，我們亦入圍亞洲保險	

評論雜誌年度「年度一般再保險商」

獎項的前三甲。這些榮譽使我們充滿

感激和自豪。

我們成功渡過全球性和
區域性再保險市場持續
疲軟的難關。我們的 
表現證明瞭鼎睿的承保
素質以及在戰略性業務
組合掌控方面的成效。

汪群斌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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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的組織平台和人才庫在2016年
進一步成熟。我們向承保團隊下放更

大權力，在各個職能部門任命高層	

管理人員，並在瑞士蘇黎世建立歐洲

子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	
鼎睿擁有56名員工，他們來自12個
不同國籍。公司繼續堅持精益的運營	

模式。我們的一個特別優勢在於性別

多樣性，女性員工佔比48%，當中	
不少為部門主管。

具有挑戰性的投資市場
作為專注於長期價值和總回報的	

投資者，鼎睿的股權投資組合在

2016年出現減值虧損情況，對損益
表造成了不利影響。公司一方面在	

資產方面承受著波動，同時亦慎重	

避免其在負債方面的影響。因此，	

我們的總體投資收益從2015年非常
出色的5.7%下降到2016年的1.5%。
然而，鼎睿的淨投資收益率略有	

提升，由2015年的2.6%升至2016年
的3.0%。

鼎睿的可投資資產為12.2億美元，	
較2015年增長34%。這一強勁勢頭
將繼續支持公司未來的總投資收益	

策略。總體而言，投資的組合與鼎睿

在亞洲高增長本土市場的風險回報相

對應。定息收益比重與股權投資份額

分別佔組合的三分之一。鼎睿的可	

投資資產中，有接近四分之一為	

現金，因為迅速理賠是其客戶價值	

主張的核心。

樂觀前景
鼎睿對前景依然充滿信心。在去年	

年底的續保期，公司證明瞭持續獲得

盈利增長的能力，尤其體現在從現有

客戶中增加持份額及開拓新業務。	

鼎睿在歐洲新成立的子公司在擴闊其

歐洲足跡上將是任重而道遠。在瑞士

擁有Solvency	 II等價性資格對鼎睿	
來說至關重要。同時，我們將繼續	

拓展美洲市場，並選擇性地挖掘中東

和非洲業務機遇。

言及於此，有必要說明一點：我們的

地域擴張並不會影響鼎睿作為一家	

精益和具靈活性的機構。我們將繼續

維持公司的緊密整合性，只採用一個

營運平台。隨著全球再保險市場的	

持續軟化，成本效率將作為一個競爭

優勢而呈現與日具增的重要性。

我們在此感謝股東、董事會、客戶、

經紀商和業務合作伙伴始終如一的	

支持。而且還要特別感謝為鼎睿提供

支持並做出重大貢獻的公司員工們。

汪群斌

董事長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對於鼎睿來說，2016年
是 另一個擁有強勁 
和穩定增長的一年。 
自成立以來，我們持續
獲得技術性盈利。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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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群斌 1

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

汪群斌先生為鼎睿再保险的董事长兼非	
執行董事。汪先生是复星集团联合創始人
之一，自复星高科技成立以來一直担任該
公司董事。

汪先生曾入選美国《Insurance	Business》
保险專业雜志的2016年「熱门100榜」，	
荣獲亞洲企业商会于2014年頒发的「亞太
杰出企业家獎」，《亞洲企业管治》頒发的
2014年亞洲卓越大獎之「亞洲最佳公司	
董事獎」，并被《哈佛商业評論》評為「中国
上市公司卓越50人」。

汪先生于1991年从复旦大学取得遺傳工程学
学士学位。

李鳴 2

副主席，非執行董事

李鳴先生在2016年是鼎睿再保險的副主席
及非執行董事，亦為復星集團總裁高級	
助理、保險集團聯席總裁、海外保險投資
部總經理兼伊比利亞投資發展部總經理。
李先生同時是復星集團的全球合伙人。

李先生於美國及中國擁有逾20年包括精算、
核保、理賠、產品開發、市場拓展、財務
及投資的保險經驗。李先生在復星對鼎睿
的投資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李先生曾	
為上海保險學會精算委員會的副主任、	
國際壽險營銷與研究協會(LIMRA)的首席
代表，以及上海保險業協會的會員。

李先生擁有復旦大學學士，以及美國普度	
大學及西密歇根大學碩士學位。

(李先生於2 0 1 7年2月辭去鼎睿董事會	
職務。)

郭廣昌 3

非執行董事

郭廣昌先生是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董事。
郭先生為復星集團聯合創始人之一，自復星
高科技於成立以來一直擔任該公司董事長。

郭先生曾榮獲2016年第八屆世界華人經濟
峰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2015年中國	
企業領袖年會暨中國企業家三十年頒獎	
典禮頒發的「2015中國最具影響力企業	
領袖」稱號等，併入選葡萄牙主流媒體	
	《貿易週刊》的「葡萄牙2 0 1 5年度TO P	
人物」50人榜單、《彭博市場》「2014年	
全球投資及銀行領域最具影響力50人」	
榜單及美國著名商業雜誌《快公司》(Fast	
Company中文版)「2014年中國商業最具	
創意人物100」榜單等。

郭先生先後於1989年和1999年從復旦大學
取得哲學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韓潤南 4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執行官。
韓先生擁有30年再保險行業的經驗，專注
在大中華市場及泛亞太地區建立強大的	
團隊和成功的再保險業務。

成立鼎睿前，韓先生為FJ Hahn & Associates	
的管理合伙人，為亞太區、歐洲及美國	
的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策略性	
業務咨詢服務。

韓先生於1997至2008年間為瑞士再保險	
大中華區的董事總經理。加入瑞士再保險前，	
他曾於慕尼黑再保險工作九年，其中六年	
擔任香港的責任保險部主管。

開展其再保險事業前，韓先生早年曾任職
律師。

康嵐 5

非執行董事

康嵐女士現任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董事，
是復星集團的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	
(於2016年為副總裁)，首席人力資源官	
兼復星保險集團總裁。康女士負責復星	
集團保險版塊的全面管理工作，包括集團
保險版塊戰略規劃、實施；組織優化、	
人才建設；並購業務統籌推進；下屬保險
企業投後管理等。

加入復星前，康女士在光輝國際的大	
中華區擔任高級客戶合伙人，從事高端	
人才搜尋和咨詢工作。在此之前，康女士
在麥肯錫公司的大中華區從事管理咨詢	
工作。

康女士在浙江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美國
杜蘭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於美國賓夕法
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作為優秀畢業生獲得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朱文賢 6

非執行董事

朱文賢先生現任鼎睿再保險公司非執行	
董事，是復星集團副首席財務官兼復星	
保險集團首席財務官。

在加入復星前，朱先生任職於勞合社保險	
(中國)有限公司，擔任首席財務官兼首席
風險官，全面負責公司財務和風險管理	
工作；他亦曾任職於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
事務所，擔任審計經理並專注於為保險	
公司提供審計及咨詢服務。

朱先生於復旦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亦擁有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本科
學位和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本科學位。	
朱先生也是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

Monish Kant Dutt 7

非執行董事

Monish	Kant	Dutt先生現任鼎睿再保險的	
非執行董事，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新興市場
投資專家及顧問。他亦身兼另外四家印度、
加勒比海及美國公司的董事。Dutt先生	
在國際金融公司服務超過 2 5年，直至	
2011年。他最後任職的職位為全球金融	
機構及私募基金部的首席信貸官。在國際
金融公司任職期內，Dutt先生負責超過	
100億美元的債務工具和權益。在加入國際
金融公司前，Dutt先生在安永會計師倫敦
事務所工作過四年。

Dutt先生擁有倫敦商學院金融財務工商	
管理碩士學位及德里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
他亦是英格蘭及韋爾斯特許會計師協會	
會員。

	董事會成員與高級管理層

董事會成員

1

2

3 5 7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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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潤南 4

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執行官。
韓先生擁有30年再保險行業的經驗，專注
在大中華市場及泛亞太地區建立強大的	
團隊和成功的再保險業務。

成立鼎睿前，韓先生為FJ	Hahn	&	Associates
的管理合伙人，為亞太區、歐洲及美國的
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策略性業務
咨詢服務。

韓先生於1997至2008年間為瑞士再保險	
大中華區的董事總經理。加入瑞士再保險前，
他曾於慕尼黑再保險工作九年，其中六年
擔任香港的責任保險部主管。

開展其再保險事業前，韓先生早年曾任職	
律師。

陳開紅 10

首席財務官

陳開紅女士是鼎睿再保險的首席財務官，
負責鼎睿的財務及營運管理工作。

陳女士在保險及再保險業擁有超過18年	
以上的會計及財務管理經驗，並對相關的
法規非常熟悉。過去曾就職於多個國際	
知名保險機構，並擔任管理職位。

加入鼎睿前，陳女士擔任勞合社保險北京
代表處的首席代表。在此之前，她於瑞士
再保險公司擔任中國區的首席財務官，	
成功地發展以及維繫與中國不同政府及	
監督機構之間的良好關係。

陳女士擁有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及經濟學
學士學位，她亦是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
資深會員。

余永全 11

首席投資官

余永全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投資官，
為鼎睿持有超過9億美元的資產設計、制定
和實行投資管理策略。

余先生在金融界擁有逾20年的經驗，在不
同的任職機構均獲得卓越投資回報的	
實績。

加入鼎睿前，余先生為中銀集團人壽保險
的副首席投資官，管理其價值58億美元	
的多元資產類別投資組合。在此之前，	
他擔任蘇黎世保險香港的首席投資官以及
蘇黎世保險亞洲的區域投資經理。

余先生擁有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及
金融及會計學學士學位，他亦是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的會員。

羅克勤 12

首席風險官

羅克勤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風險官，
擁有超過25年的區域及環球再保險經驗。
羅先生任職全球不同再保險公司期間，	
在建立及推行風險管理系統上獲得卓越	
往績。

在與韓潤南先生共同成立鼎睿前，羅先生
經營及擁有一家顧問公司，為亞太地區、
歐洲及美國的金融機構提供量身訂造的	
再保險方案。在此之前，羅先生曾任White	
M o u n t a i n s   R e的董事總經理及環球風	
險官，成功為公司建立及推行覆蓋歐洲、
百慕大及美國的風險管理平台。

羅先生於德國及法國接受教育，擁有專業
律師資格。

柯少華 13

常務總監	—	全球市場

柯少華先生為鼎睿再保險全球市場部常務
總監，負責業務拓展及公關事務。

柯先生在再保險業積累了 3 0年的豐富	
經驗，在過去20年專注於亞洲市場，並經
常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包括監管機構	

聯繫，致力在區內建立穩固關係，拓展	
各個業務險種。

加盟鼎睿前，他是新加坡獨立專業再保險
經紀公司Asia	 Reinsurance	 Brokers的首席
運營官，此前25年則在怡和保險顧問集團
擔任多個高級職位，包括擔任JLT	Re	Japan	
Inc的董事。

柯先生持有牛津大學現代史及經濟學碩士
學位。

鄭樂生 14

總監	—	核保主管

鄭樂生先為鼎睿再保險核保主管，專責	
公司非壽險產品核保工作。他在再保險	
行業積累了逾14年的豐富經驗，曾任職	
再保險經紀公司和再保險公司。

鄭先生在擔任鼎睿核保主管前為公司分析
主管,	在為公司購買再保險，準備金計算，
定價，巨災模型，資本模型以及企業風險
管理等方面擁有扎實的經驗。在加入鼎睿
之前，鄭先生是怡安奔福中國的精算	
主管。鄭先生於倫敦勞合社保險市場開展
其事業，亦曾任職於Liberty Syndicates及
馬克爾公司。

鄭先生是英國精算學會的持牌精算師並於
英國華威大學取得了數學學士學位。

李之鴻 15

總監	—	人壽及健康險

李之鴻先生為鼎睿再保險人壽及健康險	
主管，負責公司人壽、健康及醫療的再	
保險業務。

李先生擁有27年人壽及健康保險和再保險
經驗。在加入鼎睿前，他曾是瑞士再保險
的東南亞區客戶端市場業務負責人。

李先生擁有豐富的保險業務經營操作經驗，
尤精於財務報告、定價、核保、保險營運
操作(全新業務和保單服務)、市場營銷以
及產品開發。

李先生畢業於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擁有
精算學與計算機科學的學位。他是美國	
精算師協會的成員。

10

1311

12

高級管理層

8 14

貢智奇 8

獨立非執行董事

歐陽輝 9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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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裡程碑
股東增資1億美元
鼎睿於八月份獲增加1億美元的股
東權益。此次增資來自於鼎睿	
的大股東復星集團。亞洲新興市場
普遍存在保險不足的情況，增資令
公司更有能力去協助減低這情況，
同時亦可以進一步拓展鼎睿的全球
業務，使組合更趨多樣化。

完成在NAGICO持股50% 
的戰略投資

八月份，鼎睿完成在NAGICO持股
50%的戰略投資。此次投資為鼎睿
在加勒比海市場提供了具吸引力	
的增長前景，符合公司推動其全球	
投資組合多元化的策略。此次收購
也與鼎睿股東國際金融公司( IFC)	
致力於加強加勒比海等新興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保險行業	
發展的策略一致。

 「亞洲年度再保險商」

鼎睿在2016年於亞洲銀行與金融	
雜誌的首屆亞洲保險業大獎上被	
選為「亞洲年度再保險商」。該獎項
表彰了成功克服挑戰、並充分利用	
保險市場機遇而獲取盈利的公司。	
評選委員會考慮到鼎睿公司自成立
以來持續的盈利能力，迅速應需理
賠的能力及其從不同視角看待風險
的獨特核保方式，認為鼎睿實至	
名歸。

全球再保險集團50強
基於保費數據，鼎睿榮登由貝氏	
國際評級公司(A.M.	Best)評比的	
全球再保險集團50強榜單。鼎睿的
願景是成為全球客戶信賴的、專注
於客戶的再保險合作伙伴。鼎睿	
成立僅僅三年就進入50強，充份地
證明瞭公司的道路走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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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Peak Insights
鼎睿於十月份推出全新的經濟研究
報告「Peak	Insights」。第一期報告
對亞洲地區保险不足的原因，其中
与保险业相關的原因提供了權威	
分析	—	客戶方對保險公司所提供
的產品缺乏信任，同時相應地，	
保險公司在提升客戶及潛在客戶	
信任水平方面工作力度不足。

在蘇黎世建立再保險子公司

鼎睿獲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	
(「F I N M A」)批准於蘇黎世設立	
子公司 P e a k 	 R e i n s u r a n c e 	 A G	
(「Peak 	Re 	AG」)，並獲許可於
2 0 1 7年 1月 1日起承保再保險	
業務。Peak	Re	AG是在瑞士償付	
能力測試的基礎上進行資本化，	
而根據償付能力要求將擁有200%
的覆蓋率，因此公司將完全具有
Solvency	II等價性，為在歐洲地區
客戶在長期及各險種上提供快捷	
而周到的再保險服務。

推出TCAT網上平台
十月份，鼎睿推出了一個獨特而	
人性化的全新網上平台，為西北	
太 平 洋 區 域 的 台 風 提 供 實 時	
跟蹤和數據。這個跟據由上海	
台風研究所提供數據而設計的	
網上平台，計算機、平板電腦	
或智能手機均可訪問。網址為	
www.peak-re.com/tcat/。該互動	
地圖可以跟蹤西北太平洋區域的	
台風狀況，提供著陸地點預測	
報告，此外，還包含往期台風的	
軌道和規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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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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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均衡穩定的盈利性增長
鼎睿2016年經營績效的最典型
特 徵 是 均 衡 穩 定 的 盈 利 性	
增 長 。 公 司 透 過 拓 展 全 球	
足跡，挑選和捕捉選定市場的
優質業務，從而獲利。鼎睿	
拒絕成為「市場承保商」的	
策略，使其獲得了充分的靈	
活性，能夠在長期疲軟市場	
實現自己的目標。

鼎睿成功在亞太地區的許多核心市場

發展業務，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

日本和東南亞。考慮到中國市場的	

持續定價狀況可能無法維持且不盡	

合理，因此公司在該市場非常謹慎。

鼎睿再次在中國市場慎重地犧牲	

增長業務的機會，以保護其承保	

業績。在公司看來，該市場目前缺乏

領導力	—	許多擁有強大在岸業務

的國際大型再保險公司似乎無法或	

不願引導市場走向更一致的盈利	

水平。

2016年，鼎睿並不害怕去拒絕無法	
實現充分回報的業務。然而，公司	

仍然致力於確保選擇合適的長期	

客戶，並且對於必須退出的業務，	

采取建設性的措施，例如提供替代的

方案或條款。

此外，公司在歐洲和美洲取得強勁	

增長，再次體現了自2014年開始采用
的全球化戰略優勢。

鼎睿的平衡擴張方法不僅在於地域	

方面，也適用於险种方面。財險佔	

業務組合的46%，車險佔24%，意外
險佔15%，農險佔7%。剩下的8%	
為信用和債券保險、水險和人壽險。

穩健的承保盈利能力
2016年，鼎睿的承保利潤與2014年
和2015年相差無幾，考慮到市場狀
況惡化，經營歷史較短，而經營業績	

仍能快速增長，公司認為有此成績	

實屬難得。其技術綜合成本率保持	

在幾乎不變的92.9%，反映了鼎睿	
業務組合的多樣性，此外，也說明	

公司一方面專注低波動業務，另一	

方面則堅持圍繞客戶、市場和產品	

三個方面明確一致的承保策略。

卓有成效的巨災管理
2016年，鼎睿並沒有遭受重大的巨災
損失。即使發生台風梅蘭蒂等重大	

事件，公司的實際損失也只是建模	

損失的一小部分。如此看來，擺脫	

定價過低的方案，實行最先進的風險

積累控制，已經卓有成效。總體	

而言，公司認為2016年台風季期間
公司的績效證實了其巨災管理方法	

是行之有效的。

行業領先的理賠表現
2016年，鼎睿繼續改善對合法訴求	
的快速理賠，這一點已被廣泛視為其

核心優勢之一。公司在五個工作日內

完成了約90%的理賠	—	這種業內

領先的成績反映了公司人員、制度	

和流程的卓越品質，也反映了公司	

認為理賠意願與理賠能力同等重要	

的信念。

戰略業務組合導向
鼎睿繼續致力於在業務中運用尖端	

工具和技術。公司了解采取一系列	

新措施有助其引導業務組合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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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同時因處於完全償付能力II的
覆蓋範圍內而大受裨益。鼎睿將繼續

保持統一的承保平台，結合蘇黎世的

市場專業人士與香港的產品和分析	

專家共同經營。

發行「Peak Insights」 
經濟研究報告系列
鼎睿推出全新的經濟研究報告	

	「Peak	Insights」。第一期報告對亞洲
地區保險不足的原因，其中與保險業

相關的原因提供了權威分析：客戶	

方對保險公司所提供的產品缺乏	

信任，同時相應地，保險公司在	

提升客戶及潛在客戶信任水平方面	

工作力度不足。該報告討論了針對	

這些缺陷的各種解決措施，也從	

年輕一代的角度討論了進行數字化	

經營的設想。

通過結合許多公開演講和針對性合作

伙伴關系，作為一家規模相對較小	

的再保險公司，鼎睿在2 0 1 6年為	
行業競爭做出了超出比例的巨大	

貢獻。

正軌	—	在各方面形勢依然嚴峻的

市場尤為實用，因此公司在2016年
向前邁出一大步。這些措施都是內部

制定的，使得鼎睿能夠深入了解按	

險種的定價要素，以及客戶層面的	

跨越多個險種業務，從而幫助公司	

優化業務組合，同時為其客戶提供	

廣泛的多線支持。

授權予承保團隊
2 0 1 6年，鼎睿采取進一步措施，	
授予其承保團隊更大的能力，以符合

承保流程和人員的發展和一致性。	

根據其特有的承保引擎，公司授予	

各核保階層更多的權力。該團隊已經

發展壯大，有足夠的信心行使其	

權利，從而充分發揮其承保能力和	

資本。

成立瑞士子公司
2016年12月，鼎睿獲瑞士金融市場
監督管理局(FINMA)批准在蘇黎世	
成立子公司。這對鼎睿來說是重要的

里程碑。隨著Peak	Re	AG的成立，	
公司進一步彰顯其對歐洲客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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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縮小保險保障差距 
的新路線

四年前，鼎睿再保險成立，	
旨在通過以最新方法維持亞太
地區繁榮和持續增長，推動再
保 險 行 業 的 現 代 化 。 自 那	
時起，鼎睿參與了眾多倡議，
目標是提升大家對區域內新興
風險和日益嚴峻的現有風險的
了解，並提供新的方案以降低
和保障其影響。

I)  聯合國環境署永續保險原則 —  
鼎睿協助提升亞太地區抵抗氣候
和巨災能力

2014年初，鼎睿成為聯合國環境署
金融倡議(UNEP	FI)永續保險原則
(PSI)的簽約方，該原則旨在使人們
更好地了解、預防和減少環境、社會

和治理風險，並提供可靠的保護。

2016年，鼎睿再保險參加了兩次有
關氣候變化和災難恢復能力的活動。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財政常務委員會(SCF)2016年論壇的
探討重點是金融工具，如保險、風險

分攤、巨災和彈性債券、應急金融和

社會保護機制，以解決氣候變化所	

帶來的不利影響的風險。

另一項由UNEP	FI	PSI與菲律賓保險	
公司和再保險協會(PIRA)一起組織	
的活動致力於加強保險公司在建設	

氣候和防災社區和經濟方面的貢獻。

該活動還強調了從風險評估和量化	

到風險預防和消減以及風險轉移等	

貫穿保險風險管理連續運營的解決	

方案和合作伙伴關系。鼎睿作為專題

演講者，分享了其在風險建模和管理

方面的專業經驗。

II)  CARMA — 東盟國家的 
巨災與風險管理

2 0 1 6年，鼎睿成為在東盟國家間	
分享巨災和風險管理信息的在線	

平台CA R M A的贊助商和貢獻者。	
該平台由東盟保險理事會(A I C)	
主持，目的是加強AIC成員之間的	
聯系。CARMA旨在促進預防性風險
管理，並傳播巨災知識、風險意識和

數據以模擬和減輕自然災害風險，	

同時加強東盟地區各保險公司之間	

的協作。

(http://www.carma-asean.com/)

	鼎睿再保險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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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自然災害保險計劃 — 斯裡蘭卡

斯裡蘭卡政府通過其國家保險信托	

基金(NITF)尋求自然災害保護，包括
人身傷害、意外人身傷亡事故和緊急

救濟費用。通過這一舉措，斯裡蘭卡

政府能夠為以前無法獲得保險的人們

提供安全保障。鼎睿全力支持這一	

舉措，助政府實現更大的財務確定性

和穩定性，使其保險計劃能覆蓋更多

斯里蘭卡人民。

IV) 贊助喜馬拉雅共識峰會

鼎睿一直是「喜馬拉雅共識」的積極

貢獻者和顧問，該共識旨在通過社區

賦權來提升該地區抵御自然災害的	

能力，鼓勵提出解決基層問題方案，

改善經濟可持續性，同時保護種族	

多樣性和地方認同性。一年一度的	

峰會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行，就該	

地區對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的響應	

狀況進行探討和辯論。鼎睿利用自身

的專業經驗，分享了如何利用有效的

金融架構吸收私人資金以減輕外部	

衝擊，並成為經濟發展的增長引擎。

(http://www.himalayanconsensus.org/)

V)  與上海台風研究所的合作關系

自2015年起，鼎睿與上海台風研究
所(STI)合作開展了涉及西北太平洋
區域和中國南海熱帶氣旋活動的研究

項目。

台風	— 	作為對中國的一個主要	

天災威脅—其保險保障是強制性地	

被加進在所有保單內的。這項研究	

使得保險公司能夠更好地了解這些	

氣旋活動並消減其風險。STI和鼎睿
每年發布兩期報告，第一期發布於	

五月份，提供氣旋季前預測，第二期

發布於八月份，提供季中回顧及接下

來的預測調整。鼎睿對這些報告的	

准確性進行評估，並提出改進建議。

(http://www.peak-re.com/tcat/)
(http://www.peak-re.com/our-
publications/sti-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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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理念
鼎睿追求總投資回報策略，	
旨在為公司提供卓越的可持續
績效。作為一家65%保費來自
於亞太地區(包括債務和災難	
風險)的再保險商，鼎睿致力於
采用與其信貸等級和區域增長
潛力相稱的保守投資策略。	
根據全面審慎的原則，鼎睿的	
資產與其實際和預期負債情況	
(貨幣和時長方面)相符。此外
即使在不利的經濟條件下，	
鼎睿也始終保持充分現金和	
短期存款，以滿足其流動資金
要求。

鼎睿研究和選擇基於穩健的業務基礎

和良好的業務策略，以及與公司的	

風險回報偏好相匹配的長期投資	

機遇。公司傾向於投資盈利前景	

良好、具有長期增長潛力的行業。	

通常，公司選擇的是由擁有良好執行

業績的高資質企業家管理團隊領導的

具有強大品牌的市場領導者，其品牌

消費群體針對中高端企業或零售消	

費者。鼎睿經營的投資組合包含能夠

抵御市場波動的優質證券。

2016年業績
2016年將因政治不確定性以及各種
意外和爭議而載入史冊。由於英國	

退歐的投票，英鎊兌美元彙率下跌了

20%，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競選成為美國總統，因市場期
望增加基礎設施支出、減少稅收和	

放鬆管制而開啟了年終股市反彈。	

同時，收益率曲線大幅上升，導致	

定息收益市場的動蕩。此外，因為	

年底美聯儲十年內第二次提高利率，

導致美國房價上漲，失業率下降經濟

信心增強。在鼎睿的亞洲本土市場，

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貨幣貶值

以及商品價格的暴跌，成為造成收益

降低和波動加劇的尾端風險。

繼2015年5.7%的出色回報率後，	
鼎睿的投資業績受到一些股權減值	

損失的影響，導致2 0 1 6年總投資	
回報率降至1 . 5 %。然而，鼎睿的	
可投資資產從2015年的9億美元增	
至2016年的12億美元，增幅超過
30%。這一增長反映了鼎睿2016年
強勁的保費增長，有助於其投資浮動

和實現出色的總投資回報。

2 0 1 6年，鼎睿在定息收益和股權	
方面持有近三分之二的可投資資產。

為進一步推動投資組合的多元化，	

公司將定息收益證券和股權的份額	

分別從 3 9 %和 3 4 %下降至 3 1 %	
和 3 2 %，同時將現金和銀行余額	
從19%提升至23%。

	資產管理報告

規模與穩健度：總資產的增長
資產總值(百萬美元)

CAGR: 37%

2013  2014  2015  2016

756
1,004

1,400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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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從事風險承保與資產投資
業務，因此公司承受保險與	
投資活動中的不確定因素。	
鼎睿竭力管理好這些不確定	
風險，旨在保護分出公司、	
其保單持有者以及股東對公司
的信任。

鼎睿在全球範圍內運營，然而它扎根

於亞洲充滿活力的高增長市場。亞太

地區的社會經濟與保險市場的發展	

動力對於風險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戰，

特別是如何根據歷史數據來展望	

未來。信息收集需要前瞻性，同時	

結合具體的市場知識。鼎睿通過香港

總部，與亞太地區各個主要市場保持

持續緊密的對話。

企業治理
良好的企業治理能夠創造長期價值，

而且是經營管理與風險管理方式的	

基礎，同時還培育了投資者、監管者、

客戶與員工的信心。股東與高層管	

理者之間的高效運營、開誠布公的	

溝通交流，以及透明的決策流程有助

於樹立員工信心，建立強健的風控	

文化。

鼎睿遵循香港的法律與法規。股東	

協議約定公司治理標准應當符合國際

金融公司( IFC)的最佳實踐。此外	
公司也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

機構(UNEP	FI)可持續保險原則(PSI)
的簽約企業。公司首席風控官以及	

法律顧問與社會環境官負責確保公司

遵守相關規定。

企業治理的責任最終由董事會及其	

委員會承擔，包括審計委員會、投資

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名與	

薪酬委員會。各委員會的工作與職責

都進行了規定，並得到了全體董事會

成員的批准。為了協助與指導鼎睿	

再保險的員工，公司制定了《行為	

准則》、《社會與環境責任指南》以及	

	《反洗錢政策》。

企業風險管理
鼎睿認為風險管理是其公司掌舵過程

中應考慮的一個關鍵要素。公司使用

經濟資本模型，綜合各大業務領域的

風險及其資產負債表，將強大的專利

分析技能與現代科技平台和路線圖	

進行有機結合，從而建立績效管理	

信息系統，優化基於風險回報比例	

的投資組合。憑借該平台，鼎睿可以

實施場景壓力測試，評估其風險，	

並確定其當前和未來資本要求。	

此外，該平台可以為董事會和管理層

提供預期償債能力評估，以助力其中

期業務規劃和長期戰略發展。

鼎睿風險管理方法整合了各大會議的

探討成果，從第二十一屆締約方會議

(COP21)到2015年12月在巴黎舉行
的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上所簽署的聯合

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等，	
不一而足。根據協議內容，(再)保險

應有助於整個社會針對氣候變化的	

不利影響采取更為靈活的舉措。	

為解決氣候變化相關的復雜性和不	

確定性，以及全球經濟中的互連性，

必須進行綜合風險評估、建立預警	

系統、制定預防措施並實施風險融資

機制。

在財險再保險業務方面，鼎睿視巨災

為最大的單一風險。為了管理好這一

風險，鼎睿對所有承保地區的洪災、

地震、台風、嚴重暴風與火災均進行

了相應的定義，並針對每一種情形，

為每項巨災設總承保能力。同時，	

不同情形之間的關聯性也已納入考慮

範圍。

鼎睿還根據授權供應商模型，分析	

巨災風險敞口。此外，公司建立了	

精良的分析團隊，有助於管理層根據

內部的評估來鑒定風險。公司所使用

的最先進的 I T平台支持實時累積	
追蹤，並加入水險或農險業務的風險

敞口。公司還采用了轉分保來控制	

風險總限額。鼎睿對其它險種業務	

也採用累計追踪，例如火災、人身	

意外、信用與債券以及農險。

為了追蹤保費不足(即得不到足額	

保費來償付未來損失的風險)，鼎睿

采用公司自主開發的定價工具，此類

工具顯示「技術」價格(基於精算分析

針對風險的合適價格)與「市場」價格

(風險評定的價格)之間的差額。一段

時期內的價格變動顯示出市場周期。

鼎睿在其已發生但尚未報告(IBNR)	
的准備金中體現了這一點。

	風險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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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公司面臨的其它主要風險存在於

潛在的不利准備金發展。這可能源自

不充分報告，也可能是由於法律、	

利率或嚴重(醫療)通貨膨脹的變動。

公司按照保險精算的最佳實踐來計算

准備金，並采用基准數據和獨立第三方

評審，確保准備金在任何時候都保持

充足。准備金每季度評審一次，且始

終得到監控，從而令公司盡早認識到

趨勢變化。

鼎睿在人壽與健康業務上的承保風險

是承保賠償高於預期的風險。生物	

計量風險和消費行為方面的變化都有

可能導致精算假設的變化，進而影響

投資組合的價值。像流行病這類一次

性異常事件可能導致短期內投資組合

價值下降。發病率或治療成本的變化

會對健康投資組合產生較大的影響，

而死亡率、壽命和殘疾變化會影響	

壽險業務。

鼎睿對每個生命賠償額以及涉及的	

生命總數制定了限額。如超過限制，

會購買再保險以提供足夠的保障	

能力。精算假設和評級規則由委任	

精算師制定，並不時進行評審。

鼎睿再保險的資產投資組合面臨市場

風險、資本市場價格變動風險(可能

導致股票、利率、財產或貨幣變動)、

信用風險、交易對方的財務狀況變化

風險。

鼎睿在投資方面的最大風險來自股權

投資組合的波動。公司采取阿爾法	

投資策略，相信通過精選優質股票	

可以創造長期價值。公司准備好接受

短期內這些投資帶來的股價波動。	

通過紅綠燈追蹤系統，每周追蹤正面

和負面股市走勢。

有關定息收益投資組合，鼎睿面對	

利率變動和反映交易對手風險的息差

風險。公司以名稱、國家和行業為	

基礎，追蹤風險，並考量信貸和債券

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表交叉敞口。	

如果公司在任何一個國家、名稱或	

行業中敞口過大，公司會重新平衡或

對衝該投資組合。

嚴格的資產負債管理(ALM)框架與	
公司的資產和負債相匹配。然而，	

在一些經營業務的前沿和新興經濟	

體中，鼎睿面臨金融市場不成熟的	

限制。若情況合適，鼎睿會采取對衝

策略，從而減小外彙風險。

發生重大損失時，鼎睿需要流動資金

及時支付索賠，公司監控其流動資金

狀況，並持續增強其現金流規劃	

能力。鼎睿留存其股東和保單持有者

資金5%的現金，作為防範措施。	
公司設立回購協議機制，以應對不可

預見事件。股票和定息收益工具主要

在香港或紐約證交所交易，清算	

便捷。

鼎睿會受到人員流失、流程和系統	

中斷以及外部事件所導致的運營風險

的影響。公司采用風險登記表追蹤	

風險，風險登記表定義風險負責人，

描述風險，定義緩解措施並量化殘余

風險。公司采用獨立第三方顧問，	

將最大的運營風險確定為一次失敗	

的並購交易。最有可能發生的運營	

風險是在重大續約中的承保流程	

瓶頸，這會導致業務損失或影響業務

承保質量。

鼎睿一年至少執行一次災難恢復	

流程。該舉措的目的是測試發生外部

事件時，公司科技系統和訪問關鍵	

業務信息的應變能力。同時，這也	

培訓員工如何應對此類事件。

	風險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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