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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鼎睿
鼎睿再保險有限公司(「鼎睿」或「公司」)的總部位於亞太

區的樞紐 — 香港，獲得香港保險業監理處(於2017年 
6月26日成為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的授權進行承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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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再保險公司之一。截至2017年12月31日，鼎睿的股東
權益達9.12億美元。

鼎睿致力於為亞太、歐洲、中東、非洲及美洲地區的客戶

提供創新和前瞻性的再保險服務。其量身定制風險轉移和

資本管理方案，以契合客戶需求。

鼎睿由復星國際有限公司(00656.HK，與其關聯公司合稱
為「復星」)和國際金融公司於2012年成立。2018年2月
13日，鼎睿再保險宣布，總部位於美國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簡稱「PFI」)旗下全資子公司已
簽署最終協議，通過認購發行的新股方式購入鼎睿再保險

控股有限公司(簡稱「鼎睿控股」)的少數股權(「交易」)。 

鼎睿控股是鼎睿再保險的唯一直接股東。在該交易前夕，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00656.HK)(與其關聯公司合稱為 
 「復星」)收購了國際金融公司手中的鼎睿控股股份。交易

於2018年4月完成，復星和PFI通過鼎睿控股分別持有鼎睿
再保險86.9%和13.1%股權。

根據貝氏(A.M. Best) 2016年排名，鼎睿按承保保費總額
已躋身全球再保險集團43位。

企業願景
成為我們客戶和利益相關者眼中最有價值的再保險品牌

企業使命
實現再保險現代化，同時支持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增長

封面：

鼎睿，位於香港的全球再保險公司在2017年慶祝運營「五」周年。在過去的五年中，鼎睿持續步向再保險現代化， 
並且在客戶和員工的支持下，公司已成為一家穩健發展和成熟的再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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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年前成立以來，鼎睿再保險的 

保費同比增長率創下紀錄，2017年
保費收入達到1 1億美元。從運營 
第一年開始，鼎睿便持續錄得盈利。

在報告期間，盡管2 0 1 7年再保險 
行業面臨巨大的挑戰，但是鼎睿的 

稅後利潤仍增至7,050萬美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由於投資 
組合持續提供強健且可持續的長期 

回報，鼎睿的綜合投資收益率達到

10.5%。由於這一年投資業績突出，
可投資資產達到15.5億美元。公司的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依然強勁，為

433%，股東權益增至9.12億美元。
鼎睿自成立以來始終為股東帶來穩定

可持續的回報。

我們的營運成本率進一步降低到

3.48%，再一次證明了組織的效率和
敏捷性。我們希望未來幾年內，名義

營運成本率保持在3%左右。

具有彈性的自然災害險業務
2 0 1 7年無疑對於再保險行業而言 
充滿了挑戰。各保險公司面臨一系列

的重大索賠。過去此類損失發生後，

便會引發更高價格。盡管我們見過此

類情形出現在受到損失影響之市場，

但是行業內激烈的競爭也限制了大範

圍的市場價格上漲。

在鼎睿方面，2017年創下歷史紀錄
的氣候類自然災害(包括北大西洋的

三次強風暴 )對我們造成了兩次 

影響：一次是作為鼎睿，另一次是 

作為NAGICO的股東。我們的風險 
管理系統很好地發揮了作用，因此在 

 「哈維」、「艾爾瑪」和「瑪麗亞」颶風

方面的損失相對較低，對股東價值 

影響率為5%，這在預期範圍之內。

經過這樣的考驗，我們對自身的承保

質量以及風險管理系統的表現深感 

滿意。我們對自然災害獨立承保， 

並能明確總體累積限額。另外，我們

的轉分保計劃提供了額外保護。在前

四年的運營中，我們沒有轉分保 

損失。盡管「艾爾瑪」造成的損失 

對我們轉分保的影響還有待確定， 

但預計我們向轉分保市場要求的支付

額仍屬於較低水平。

在亞太地區，盡管在澳大利亞和 

新西蘭出現了一些自然災害事件， 

但是我們總體上經歷了相對良性的 

損失環境。台風「天鴿」（Hato)襲擊
了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對市場構成

了挑戰。這次台風是自1999年台風 
 「約克」以來襲擊大灣區的最大台風，

不過在這次台風中，我們的損失遠遠

低於其他同行。

2017年，我們慶祝運營
五周年。回顧過去，	
我們很高興創建了一家
能夠實現大幅盈利與	
可持續發展的再保險	
公司，同時公司按照	
國際最佳實踐，在全球
開展運營。

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致辭

汪群斌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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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升級
我們采用最新技術建立起先進的數據

倉庫系統。目前已完全運行，覆蓋 

整個鼎睿數據生命周期。另外，我們

目前正在推出一套最新的網絡管理 

系統，讓我們的運營更有效率， 

並幫助我們推進再保險行業內的過程

自動化和新技術。

所有權
在最初的五年內，復星和國際金融 

公司(「 IFC」)一直是鼎睿的股東。 
我們感謝兩大股東提供的指導。沒有

股東的支持，鼎睿就無法在這五年內

實現盈利性發展。

我們非常感謝國際金融公司，並且 

歡迎保德信金融集團(Prudential 
Financial, Inc.)成為我們的最新少數
股東。我們認為這次攜手合作是使 

鼎睿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公司的 

重要機遇。

展望
在2018年及未來，我們看到了大量
增長機會。世界上仍然還有多種風險

尚未得到再保險，因此我們將繼續 

幫助客戶填補這個保障缺口，特別 

在自然災害、健康、人壽和退休保障

方面。

我們的目標是有機增長，但是如果 

當增值性收購的機會出現時，我們也

定當做好准備。

我們通過前五年經營獲得的卓越 

敏捷能力將繼續守護我們的理念。 

這意味著，我們將保持在技術開發的

最前沿的領先地位，同時我們將與 

經紀人和客戶繼續合作以抓住自動化、

移動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帶來的 

各類機會。

新興市場的特征是人口非常年輕 —  

這些人群將是我們行業的未來。他們

如今保險不足，因此在未來仍然需要

進行大量工作來培育保險市場，但是

我們希望盡我們所能作出貢獻，抓住

這個機遇，解決保險不足的挑戰。 

即使在發達市場，保險缺口依然 

很大，具有重大的增長機會。

我們在此感謝董事會、客戶、經紀人

及業務合作伙伴給予持續的支持， 

尤其感謝復星的朋友們，感謝他們的

建議、真知灼見以及成為長期股東的

意願。他們的企業家精神出類拔萃，

讓我們自由地按照專業人士的願景 

來發展公司，使得我們能夠成為一個 

具有長遠目光的雇主和再保險合作 

伙伴。

特別感謝我們的員工對鼎睿的支持和

堅定承諾。

汪群斌
董事長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全球運營
我們的業務在三大區域均衡增長 —  

亞太地區、E M E A(歐洲、中東和 
非洲)及北美洲。我們在中國的利潤

增長尤其顯著。

我們於 2 0 1 6年底在瑞士成立子 
公司，旨在為歐洲的客戶提供支持，

公司目前發展卓越，已成為鼎睿重要

的部分。2 0 1 7年我們繼續為國際 
客戶提供支持。而且我們在新加坡 

獲得牌照授權作為人壽和一般再保險

公司，有助於鼎睿能夠加強新加坡 

的業務關聯，並提升我們的客戶 

滲透率。

我們還獲得納閩金融服務局的批准，

可以開展一般再保險業務，使我們 

能更深入馬來西亞市場，從而在未來

能夠更有效地為東盟客戶服務。

歡迎最新監管機構
香港保險業監管局(「IA」)作為獨立 
監管機構的設立有利於市場更為專 

業化，同時讓香港更加契合中國大陸及

國際市場。作為一間按照「瑞士償付

能力測試」(Swiss Solvency Test) 
接受監督的公司，我們歡迎此次 

變化。瑞士償付能力測試被公認為 

相當於歐盟償付能力II(Solvency II)
的地位。香港保險業監管局將助力 

香港展示其作為領先金融中心的 

實力。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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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策略促使我們為
股東帶來長期價值

穩固立足亞洲，確立全球 
再保險公司的領導地位
鼎睿再保險的使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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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睿深知：隨著世界經濟正迅速發展

並趨向全球化，復雜的新型風險正 

陸續出現，因此需要全新的風險和 

資本管理解決方案。

保持以客戶為本的方針
我們與客戶攜手合作，提供富有意義

的再保險方案，以解決具體的市場 

挑戰，支持長期發展。

成為敏捷的再保險公司
在當今的再保險行業，長周期的利潤

已經下降，因此敏捷性是現代再保險

公司一項必不可缺的特征 — 這是 

未來成功的基石。何謂敏捷性？ 

即有效且高效。有效是指通過關注 

客戶需求從而了解他們，落實適當 

的團隊，以及善於和客戶溝通交流。

高效是指知道如何比別人更快並且 

以更低成本辦事，但是具有同樣甚至

更高的質量標准。

通過科技創造價值
科技是現代化和敏捷性的核心。成為

現代化、敏捷的再保險公司意味著 

要通過自動化、流動性、大數據和 

人工智能運用技術。

我們仍然還是傳統的再保險公司， 

長期服務於我們的客戶，並建立緊密

的合作關系。我們致力於提供多種 

產品，同時在整個產品範疇內，運用

我們的知識和能力為客戶提供支持。

我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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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立足亞洲， 
確立全球再保險公司 

的領導地位

保持以客戶為本 
的方針

通過科技創造價值

為股東帶來	
長期價值

成為敏捷的再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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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鼎睿而言，現代化意味著為我們的客戶帶來創新和前瞻性	

的再保險服務。我們的使命是實現再保險現代化，同時支持	

亞太區及其他地區的增長。

我們現代、創新和靈活的解決方案來自獨特的工作坊形式，	

結合了市場、核保和分析團隊豐富的經驗。

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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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2月獲得財險再保險牌照

 獲得貝氏評級機構「A-」評級

 於12月28日正式開始承保業務

2012

 繼續拓展亞太區業務

 保費超過1億美元

 在首個完整承保年度獲得盈利

2013

 6月獲得人壽再保險牌照

 擴大財險的業務，承保信用險和保證險

 涉足非亞洲市場

2014

 於2015年底設立蘇黎世辦事處

 達成5億美元保費目標
2015

 獲得「亞洲年度再保險企業」獎

 獲貝氏評級評為全球再保險集團50強

 股東增資1億美元

 完成在NAGICO持股50%的戰略投資

 Peak Reinsurance AG於12月獲保險牌照

2016

2017  全球再保險集團排名第43位

 連續兩年獲得「亞洲年度再保險企業」獎

 在馬來西亞成立納閩分公司

 獲得授權在新加坡成為人壽與 
一般再保險公司

 保費超過10億美元

 獲頒「傑出再保險方案」及 
 「年度傑出保險專才 — 企業管理」 
 「年度三強」殊榮

五年里程碑與2017年業務概覽

五年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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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承保再保險業務
鼎睿再保險獲得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 

 (「FINMA」)批准在蘇黎世成立子公司
Peak Reinsurance AG(「Peak Re AG」)。 
該子公司獲得許可從2017年1月1日
起開始承保再保險業務。

Peak Re AG的資金配置相當於達到
Solvency  II的要求。國際評級機構 
貝氏(「A.M. Best」)授予「A-」(卓越)
的財政實力評級和「a-」的信貸評級，
兩者都為Peak  Re  AG奠定了穩定 
前景。根據貝氏的新聞稿，「評級 

反映了Peak Re AG完善的業務藍圖、
穩健的風險調整資本，以及得到其 

母公司鼎睿再保險提供的轉分保 

支持。」

連續兩年獲得「亞洲年度 
再保險企業」獎
在「2017年亞洲銀行及金融大獎」
中，鼎睿再保險蟬聯「亞洲年度再 

保險企業」獎。該獎項旨在表彰在 

目前風險攀升的環境中克服挑戰的 

公司，及其在保險行業中所表現的 

卓越與創新品質。

再保險市場，並向馬來西亞客戶提供

更便捷的業務流程。

獲得授權在新加坡成為人壽
及一般再保險公司
鼎睿再保險成為獲得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授權的人壽及一般再保險公司， 

自2017年11月2日起在新加坡承保 
再保險業務。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 

授權使鼎睿能夠加強新加坡的業務 

關聯，並提升我們的客戶滲透率。

保費超過10億美元
鼎睿2 0 1 7年的保險業務收入增至 
11億美元。這樣的增長得益於全球 
市場拓展的努力，促成全線業務的 

成功續保。通過深化及拓寬我們對 

亞太區、歐洲、中東、非洲和美洲 

客戶的業務範圍，相關業務組合得以

日益增長。鼎睿在中國市場的擴張 

尤為矚目。這也表明經過五年成功 

運營，我們獲得客戶廣泛認同，逐漸

成為一家立足當地、實現長期承諾的

再保險公司。

獲頒「傑出再保險方案」及 
 「年度傑出保險專才 — 企業
管理」「年度三強」殊榮
鼎睿在「香港保險業大獎2017」分別
獲頒「傑出再保險方案」及「年度傑出

保險專才 — 企業管理」「年度三強」 

殊榮。香港保險業大獎由香港保險 

業聯會及南華早報集團合辦。

全球再保險集團排名第43位
鼎睿再保險目前在貝氏的全球再保險

集團50強年度排名中，按保險業務 
收入排名第43位。鼎睿自2012年 
成立以來，一直保持可持續增長。 

根據貝氏的報告，鼎睿持續進行全球

多元化發展，其增長率在亞洲50強 
引人注目。

在馬來西亞成立納閩分公司
鼎睿再保險獲得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

(Labuan FSA)的批准，自2017年7月
1日起在納閩保險市場上開展一般 
再保險業務。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的

批准有助於鼎睿順利地進入馬來西亞

2017年業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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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場

財產險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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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車險

25%

責任險

14%

人壽及
健康險

9%

農險

7%

信用和
債券保險

6%

水險

1%

 448
位客戶

 60
個國家

業務組合
按險種

財務摘要概覽

62% 亞太區

18%  
歐洲、中東、 
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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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
我們致力高效率理賠

 92%
理賠在五個工作日之內完成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財經概覽
保險業務收入 11 億美元

稅後利潤 7,050 萬美元

股東權益 9.12 億美元

綜合投資收益率 10.5%

投資收入 1.07 億美元

營運成本率 3.48%

20% 美洲地區*

*	包括加勒比海、北美、	
拉丁美洲以及中美

10% 74% 8% 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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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100%

當天 於3個
工作天內

於5個
工作天內

於10個
工作天內

超過10個
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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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再保險自第一年運營開始便 

持續錄得盈利。2 0 1 7年，在新的 
投資者保德信金融集團(「保德信」)

加入之前，股東權益較2016年增加
7,050萬美元，增至9.12億美元。 
成立至今，股東權益增加了2.62億 
美元。

盡管2017年是再保險行業最困難的
一年，但是2017年稅後利潤仍增至
7,050萬美元。

公司保費同比增長率創下紀錄， 

2 0 1 7年保險業務收入達到 1 1億 
美元，增長57.3%。從承保方面看，
排除去年美國受三股颶風吹襲造成 

極大損失之影響後，業務成績斐然。

在保險業務收入方面，財險業務在

2017年產生9.99億美元(+50.4%) 
承保保費，而壽險業務為9,950萬 
美元(+192.6%)，總保險業務收入為
11億美元。

去年投資業績優異，收入為1.07億 
美元，綜合投資收益率達10.5%。 
我們的可投資資產也日益增長，目前

管理下的可投資資產為15.5億美元。
淨權益從2016年的8.41億美元增至
9.12億美元。

公司繼續高效靈活地開展經營。我們

的營運成本率仍然非常具有競爭力，

從2 0 1 6年的4 . 7 %下降到2 0 1 7年 
的3.48%，使得鼎睿成為市場上極具
競爭力的企業。

我們迎來了一位新的投資者 —    

保德信金融集團。保德信將帶來 

額外的資本來支持企業，這對於我們

業務發展非常有利。

我們在地理和險種上的多樣化經營 

促使鼎睿更能夠可持續發展，且更具

有韌性。2016年下旬，我們獲得牌照
在蘇黎世開設子公司；2017年我們
在納閩開設分公司，並獲得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的批准，成為授權再保險

公司。

因此，我們正在從歐洲承保更多 

業務，並准備加強我們在東南亞市場

的地位。我們也在發展北美業務， 

同時亦提升了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2 0 1 7年，我們在中國的業務展示 
顯著增長。

盡管是困難的一年，但是我們仍然 

有能力獲得良好的盈利，這證明了 

我們的基本組合是良性的。作為一家

年輕的再保險公司，我們並沒有依靠

多年的累積准備金就實現了這優異 

之業績。

我們的索賠記錄依然是我們的一項 

優勢，高效的理賠深受客戶欣賞。 

2017年，超過92%的索賠都在五個
工作日之內完成理賠。

在這一年中，我們非常有效地利用 

轉分保，保持資產負債表處於良好 

狀況。盡管自然災害損失對總值上 

產生影響，但是我們的轉分保提供了

良好的淨值保護，因而我們能夠將其

對股東的影響限制在5%以內。

 7,050 萬美元
稅後利潤

 11 億美元
保險業務收入

 9.12 億美元
股東權益

財務回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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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理念

鼎睿再保險的首要投資目標 
是提供最優化的、經過風險 
調整的回報，同時保持充分 
多元化和高質量的投資組合。
同時，公司致力於維持充裕 
資金，履行再保險義務。我們
嚴格遵守內部風險管理標准和
監管要求。

投資風格
鼎睿再保險堅持價值投資方法， 

並努力通過謹慎的資產遴選，增加 

阿爾法收益。我們股東復星廣泛的 

投資能力使這種投資風格獲益匪淺。

復星提供廣闊市場層面的全面投資 

研究，同時針對整個地域和多資產 

類別的各投資目標。因此，我們通過

積極的投資組合管理和持續的投資 

機會評估，為公司資產增添價值。

我們采取動態的資產配置策略，定期

參照我們的資本充足水平、再保險 

負債情況、投資市場情況和風險偏好

來審核我們的資產配置。即使是在 

困難的經濟條件下，我們仍始終持有

充分的現金和流動資產，履行我們的

再保險義務。

市場環境
在風險資產的強勁年份，我們的多種

資產類別投資策略聚焦資產遴選， 

並在2017年大獲成功。公司獲得了
10.5%的綜合投資收益率。

在我們再保險業務增長的推動下， 

公司可投資資產總額增至 1 5 . 5億 
美元。業務再保險保費的強勁增長在

未來將繼續支持我們的總體回報投資

策略。

雖然2017年表現卓越，未來仍存在
若干不確定性。我們的固定收益投資

對利率變化很敏感，同時我們采取了

緩解的控制措施來管控利率風險。 

隨著各國央行准備進一步加息及實施

量化寬松，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利率 

正常化的緩慢進程。

最近美元兌換其他貨幣一直疲軟， 

而且由於特朗普政府最近對鋼和鋁 

產品進口施加關稅，美元甚至可能 

會面臨進一步的下跌。潛在的資本 

外流產生的最大風險是需要為美國 

不斷膨脹的赤字提供資金。我們正在

謹慎監控趨勢，掌握其對金融市場以

及我們投資組合業績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前景是全球增長動力的 

另一項不確定因素。目前為止，來自

中國的數據都非常不錯，最近的GDP
數字高於預期。這對於香港和中國 

的股票來說是利好消息，但問題是，

考慮到最近的貿易戰問題，這種形勢

的可持續性仍有待觀望。

在2017年期間，我們還注意到地緣
政治日趨緊張，導致資產市場波動 

加劇。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人口變化， 

尤其是在發達市場而且還有在中國的

變化，以及其他因素，例如科技日新

月異、家庭財富快速增長以及強勁 

的消費能力，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和 

中國，使得我們在制定投資策略時 

要重新平衡行業配置。

投資組合管理
我們將繼續關注核心投資。這些投資

有助於提供定期穩定的投資收入和 

充分的流動性，以履行我們的負債 

義務，同時還要為策略目標留出一些

空間，從而讓我們能夠提升投資組合

的上漲潛力。

 10.5%
綜合投資收益率

 15.5 億美元
投資資產總額

 1.07 億美元
投資收入

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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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美元

2016
美元

保險業務收入 1,098,346,198 698,226,744

已賺毛保費 926,222,183 609,890,297

轉分保保費 (125,528,463) (52,925,793)

已賺淨保費 800,693,720 556,964,504

賠付支出 (387,848,737) (219,721,760)

轉分保攤回賠付 32,097,751 7,469,970

未決賠付變動額 (324,184,517) (171,025,754)

未決轉分保賠付變動額 49,327,885 5,915,186

賠付淨值 (630,607,618) (377,362,358)

手續費支出 (235,906,325) (152,854,245)

手續費收入 29,071,119 10,953,686

手續費淨值 (206,835,206) (141,900,559)

管理費用支出 (27,873,348) (26,150,970)

年內承保（虧損)／盈利 (64,622,452) 11,550,617

投資收入 106,653,846 15,528,898

應占聯營公司損益 (8,006,500) 2,145,000

其他支出 (1,475,245) (1,494,516)

外彙收益／（虧損) 2,739,099 (22,013,279)

稅前盈利 35,288,748 5,716,720

所得稅（支出)／抵免 (4,760,220) 1,215,726

年內盈利 30,528,528 6,93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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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9,534 18,429,440

	 重新分類調整 20,225,586 3,598,525

	 所得稅影響 (6,474,009) (5,079,211)

40,491,111 16,948,754

應占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入 (509,500) 840,500

年內其他綜合收入，淨稅 39,981,611 17,789,254

年內綜合收入總額 70,510,139 24,721,700

損益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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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美元

2016
美元

資產

無形資產 139,663 444,790

房地產及設備 243,044 114,582

聯營公司投資 45,969,500 54,485,500

持有至到期投資 37,091,953 54,344,811

可供出售投資 894,160,585 630,329,372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149,786,285 164,252,386

貸款和應收款項 150,355,595 32,334,017

遞延獲取成本 145,010,723 99,126,57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0,915,144 9,096,065

轉分保資產 150,609,224 56,759,6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 8,642,490

再保險應收賬款 923,623,714 555,456,004

應收控股公司款項 258 258

現金及銀行結存及現金抵押品 267,541,237 283,452,818

資產總值 2,795,446,925 1,948,839,307

負債

再保險合約/保單債務 1,378,178,212 855,361,826

再保險應付款項 470,153,024 207,278,465

衍生工具 224,133 –

遞延佣金收入 22,453,539 6,948,24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1,328,026 36,162,497

递延稅务負債 1,144,769 –

當時所得稅負債 317,105 1,950,292

負債總額 1,883,798,808 1,107,701,329

淨資產 911,648,117 841,137,978

權益

股本 650,000,000 650,000,000

儲備 261,648,117 191,137,978

911,648,117 841,137,978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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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美元

2016
美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盈利 35,288,748 5,716,720
調整：

	 房地產及設備折舊 93,122 88,240
	 無形資產攤銷 315,493 339,621
	 應占聯營公司損益 8,006,500 (2,145,000)
	 利息收入 (30,968,679) (24,505,892)
	 按公允價值計入投資股利收入 (10,272,761) (9,336,904)
	 按公允值（盈利)／虧損計入損益的投資 (39,000,464) 16,686,737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收益 (4,500,168) (811,97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31,645,038) (12,458,099)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4,178,777 13,073,006
再保險合約/保單債務變動 428,966,803 239,693,862
再保險應付款項變動 262,874,559 118,662,73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變動 (15,630,006) (191,142)
遞延獲取成本變動，淨 (30,378,859) (32,191,698)
再保險應收款項變動 (374,227,307) (139,966,4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變動 (24,834,249) 10,379,947
經營現金流量 188,266,249 183,033,696
已付稅項 (3,068,916) (5,170,205)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 185,197,333 177,863,491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房地產及設備 (221,584) (20,378)
購買無形資產 (10,366) (13,374)
已收利息 27,021,006 25,265,749
現金抵押品变动 8,419,641 (13,242,738)
股票投資股利收入 10,514,028 9,094,111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677,320,119) (540,068,742)
購買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投資 – (14,479,769)
購買借款及應收款項 (119,785,420) –
購買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10,258,800) (19,880,627)
聯營公司投資付款 – (51,500,000)
借款及應收款項到期時的所得款項 1,748,230 –
出售持有至到期日投資的所得款項 29,252,821 –
可供出售投資到期時的所得款項 – 242,126,046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所得款項 478,015,240 158,938,066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投資的所得款項 57,162,319 23,870,654
投資活動使用現金流量淨額 (195,463,004) (179,911,002)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發行新股的所得款項和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 100,0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0,265,671) 97,952,489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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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

保險業務收入

總資產值

營運成本率

五年財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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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在業務科技方面的左右銘很簡單：智慧、高效。

我們不斷優化科技的使用以實現高效率和低風險， 

最終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最佳體驗。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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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持續對科技進行重大投資，努力

鞏固我們作為一家處於行業領先的 

現代化及敏捷再保險公司的地位。 

我們所持續進行的提升和升級工作旨

在優化流程 — 致力於提高透明度、

加速數據處理，以及加快與客戶交換

數據。

從開始接觸客戶，到處理索賠和進行

賠付的每一步，我們都在尋找優化 

機會。我們希望合理地將流程運行 

自動化，進而提高效率，同時力求 

減少重復的人工操作。

科技架構其中有兩大核心部分能影響

我們開展業務的方式。第一部分是 

我們的再保險平台，能夠管理所有 

合同和交易；第二個是我們的報告 

平台，讓鼎睿能夠獲取到豐富的實時

數據。

鼎睿再保險正在與上海一家擁有與 

全球再保險客戶合作經驗的保險 

科技公司 — 易保(eBaoTech)進行
合作。這是一個管理再保險業務運營

(例如合同、會計和索賠)的平台。 

鼎睿和易保攜手合作開發項目， 

為最終產品做出貢獻 — 我們的 

再保險知識與他們的科技專業知識 

相得益彰。

平台最初用於管理合同、自動處理 

賬目，以及處理索賠。隨著我們第二

階段的啟動，系統將能夠自動處理 

理賠，運用區塊鏈賠付現金，最後 

只有在必要時才進行人為干預。這樣

可以調配我們的員工，讓他們專注 

價值更高的任務，例如組合管理， 

以及為客戶及核保職能提供支持。

這個平台的另一個好處是意味著我們

能帶著最新的資料去拜訪客戶。

我們還使用了TigerEye技術來管理 
災難風險。在鼎睿，我們為核保流程

的分析能力以及我們有效部署資本的

能力感到自豪。TigerEye技術的采用
使我們能夠加強我們的實時決策， 

並為我們的業務合作伙伴和客戶提供

高水平的服務，並為我們的股東帶來

長期價值。

這些項目都以自動化，流動性，大數據

分析，人工智能以及釋放資源的方式

利用科技為重點。

我們希望每一筆交易都能在最短的 

時間內完成，以便我們能夠繼續最大

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增長潛力。

區塊鏈和其他技術是協助我們施行 

策略、為客戶開發新產品的工具。 

策略本身仍然是人為的產物，從而 

實現我們創造的真實價值。我們還 

在開發相關科技，最大限度地提升 

效率。

結合我們的中央數據倉庫，我們可以

從單一事實來源中，為公司內的任何

運營和職能提供最新數據、報告和 

儀表盤。我們未來的目標是讓客戶 

可以獲取自身資料，提高透明度， 

將相關各方的對賬工作降到最低。

總括而言，我們在業務科技方面的 

左右銘是簡單、智慧、高效，我們 

希望透過不斷充份利用科技，推動 

鼎睿發展。

科技是我們目標的核心，	
為客戶制定現代化的再
保險解決方案並為將來
做好准備。

擁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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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賢
非執行董事

朱文賢先生曾任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

董事。他也是復星副首席執行官兼 

復星保險集團首席財務官。朱先生 

是一位資深金融專家，在財務和風險 

管理、審計及咨詢服務方面擁有豐富

經驗。朱先生是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 

會員。

(朱先生於2017年11月從鼎睿再保險
董事會辭職)

李濤
非執行董事

李濤先生現任復星副總裁，復星保險

集團聯席總裁。

李先生自2008年11月至2017年2月
擔任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首席財務官，並於2013年8月集團重
組整體上市後兼任中國太平保險控股

有限公司(港交所股票代碼：00966)
首席財務官，分管財務線條，並先後

監管了企劃精算、投資線條及境外 

保險業務；自2001年9月至2008年
11月李先生擔任太平人壽保險有限 
公司創始高管及首席財務官。

李先生也是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的成員。

(李先生於2017年加入鼎睿再保險 
董事會)

汪群斌
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

汪群斌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董事長兼

非執行董事。汪先生是復星的創辦人

之一，兼任豫園股份(上交所股票 

代碼：600655)之董事，國藥控股 
(港交所股票代碼：01099)和復星 
醫藥(港交所股票代碼：02196， 
上交所股票代碼：600196)之非執行
董事。

汪先生榮獲亞洲企業商會於2014年
頒發「亞太傑出企業家獎」，以及 

 《亞洲企業管治》頒發的2014年亞洲
卓越大獎之「亞洲最佳公司董事獎」。

韓潤南
副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副主席，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韓先生擁有

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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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先生

曾在多家大型的再保險公司擔任高級

管理職務，在為全球客戶提供策略性

業務咨詢服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在從事再保險行業之前，韓先生職業

生涯早期曾擔任過律師。

郭廣昌
非執行董事

郭廣昌先生是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 

董事。郭先生是復星的創辦人之一，

復星醫藥(港交所股票代碼：02196，
上交所股票代碼：600196)之非執行
董事及復星控股和復星國際控股 

(分別為本公司之直接及間接控股 

股東)之董事。

郭先生曾榮獲2 0 1 6年第八屆世界 
華人經濟峰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等眾多榮譽。

康嵐
非執行董事

康嵐女士現任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 

董事，是復星的執行董事兼高級副 

總裁。康女士同時還出任復星首席 

人力資源官、保險版塊總裁，復星 

醫藥(港交所股票代碼：0 2 1 9 6， 
上交所股票代碼：600196)非執行 
董事，AmeriTrust董事長，以及在 
復星旗下多家保險公司與其它公司 

擔任董事。

康女士曾榮獲2017(第十屆)中國 
人力資源管理年會頒發的「2017中國
人力資源管理年度人物獎」。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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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曉東
非執行董事

於曉東先生現任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

董事，是復星風險管理部總經理兼 

復星保險集團首席風險官。於先生 

負責建立並實施集團企業規劃、 

精算、風險管理、合規及法務管理 

體系，擁有豐富經驗。

於先生是北美精算學會、香港精算 

學會資深會員，中國精算師協會常務

理事、創始會員，亦擁有美國壽險 

管理師、國際注冊內部審計師資格。

(於先生於2018年5月從鼎睿再保險
董事會辭職)

Monish Kant D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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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身兼另外五家位於非洲、加勒比海

及美國公司的董事。

Dutt先生還曾在其他領先金融機構 
負責超過100億美元的債務工具和 
權益投資。

D u t t先生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特許 
會計師協會的資深會員。

(Dutt先生於2018年3月被任命為 
鼎睿再保險董事會的獨立非執行 

董事)

歐陽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歐陽輝先生是長江商學院副院長、 

金融學傑出院長講席教授。在加入 

長江商學院之前，歐陽先生曾任瑞銀

集團董事總經理，負責為亞太地區 

制定定量解決方案／算法策略。他的

主要研究領域為阿爾法系數生成的 

交易策略、定量投資組合策略以及 

結構性產品開發。

歐陽先生還曾任雷曼兄弟和野村證券

的董事總經理。就職雷曼兄弟期間，

他負責管理定量策略、定量信用研究

和雷曼實時營銷／債券指數等工作。

歐陽先生擁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 

分校金融學博士學位、美國杜蘭大學 

化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他還曾在加州 

理工學院從事化學物理學博士後研究， 

師從諾貝爾獎得主魯道夫•馬克斯

(Rudy Marcus)。

貢智奇
獨立非執行董事

(貢先生於2018年5月從鼎睿再保險
董事會辭職，他的職位由Stephen 
B. Roder先生替補)

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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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樂生
常務總監 — 核保

鄭樂生先為鼎睿再保險核保部常務 

總監，專責公司非壽險產品核保工作。

他在再保險行業積累了超過15年的 
豐富經驗，曾任職再保險經紀公司和

再保險公司。

鄭先生在為公司購買再保險，准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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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先生是英國精算學會的持牌精算師。

李之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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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擁有近 

30年人壽及健康保險和再保險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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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是美國精算師協會的成員。

實行投資管理策略。余先生在金融界

擁有超過25年的經驗，在不同的任職
機構均獲得卓越投資回報的實績。

余先生是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會員。

羅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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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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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先生擁有專業律師資格。

柯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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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35年 
的豐富經驗，在過去25年專注於亞洲 
市場，並經常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

包括監管機構聯系，致力在區內建立

穩固關系，拓展各個業務險種。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 

執行官。韓先生擁有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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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先生曾在多家大型的

再保險公司擔任高級管理職務，在為

全球客戶提供策略性業務咨詢服務 

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在從事再保險行業之前，韓先生職業

生涯早期曾擔任過律師。

陳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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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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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女士是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資深

會員。

余永全
首席投資官

余永全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 

投資官，為鼎睿的資產設計、制定和

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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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一年
鼎睿再保險慶祝運營第五年，並獲得

一系列突破，以及又一年的持續 

盈利。

中國業務翻倍
2017年，鼎睿再保險在中國市場上
觸及拐點。雖然我們在中國的業務仍

然相對較小，但是我們已經確立了 

更有影響力的地位。相比過去，我們

有能力為更廣泛的客戶提供更好的 

保障，因為我們可以快速作出反應，

實現客戶期望的結果。這進一步推動

了規模發生實質性變化，我們的保險

業務收入在2017年不止翻倍。這對
於我們正在前進的業務而言很重要，

因為我們把中國視為亞太區最重要的

保險市場。

在瑞士的先發優勢
2016年12月我們在蘇黎世獲得許可
成立子公司。這是一項戰略舉措， 

而2017年證明了其價值所在。該辦
事處讓我們可以為歐洲客戶提供 

支持，同時讓鼎睿進入符合歐洲的

Solvency  II等價性。通過瑞士償付 
能力測試意味著，公司現在有能力 

承保一些亞洲基地無法承保的業務 

類型 — 作為具備這項能力的亞洲 

再保險公司，我們擁有先發優勢。 

由於鼎睿一直重視風險管理，因此 

我們能夠獲得這項批准。風險管理讓

我們可以輕松適應現代監管制度， 

例如Solvency II。鼎睿擁有單一承保
平台，銜接香港和蘇黎世，並發揮 

互補功能。

支持東盟客戶
2017年，鼎睿在馬來西亞納閩成立
了分公司，並且成為獲新加坡監管 

部門授權的再保險公司，加強了我們

以客戶為中心的再保險模式。我們在

這些市場的最新地位為這些地區以 

及整個東盟的客戶消除了部分障礙 

和不便利因素。根據我們靈活的業務 

模式，公司將繼續作為單一平台開展

承保活動，以香港總部為中心，並獲

一流科技支持。

振興人壽及健康險業務
鼎睿再保險在2017年振興了人壽及
健康險，為公司帶來新業務，同時 

調整了過去的工作重點。通過幾乎 

全新的團隊，人壽及健康險首次成功

達成了全部業務目標。有了這樣堅實

的基礎，公司計劃2018年繼續打造
團隊，預計將進一步成長，這是因為

團隊的目標是，關注那些過去缺乏 

優質壽險方案的全國和區域性保險 

公司以及財險公司。

 11 億美元
保險業務收入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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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最新監管機構
2017年6月26日香港獨立的保險業 
監管局成立，增強了香港作為再保險

中心的地位。香港在建立Solvency II
相等的環境同時邁向IFRS17。這些
實現全球最佳實踐的努力將有利於像

鼎睿這樣的國際再保險公司。

賦能承保團隊
鼎睿持續為其承保團隊賦能。運用 

獨特的承保機制，下放更多權力到 

各級別的核保師。團隊通過這個發展

過程，會越來越有信心去充分發揮 

公司強大的資金地位，捕捉有利於 

鼎睿及其客戶的各類機會。

Peak Insights
我們經濟研究報告《Peak Insights》
第二期對中國的農業保險提供了深入

分析。該期闡述了多個具體經濟、 

商業和制度杠杆，從而滿足農民對 

更高保險範圍的最迫切需求，並且 

可以幫助縮小甚至填補農村地區的 

現有保險保障差距。

印度
2 0 1 7年，在把印度這個市場加入 
我們香港的團隊之後，我們采取措施

開始與當地的保險公司進行積極 

交易。我們的理念是，在開始承保 

之前，先要了解市場的文化和社會 

環境。這是我們在中國獲得成功的 

關鍵，也是我們在印度發展業務的 

方式。2017年我們播下種子，希望
2018年可以開始開花結果。

自然災害
只有提及第三和第四季度發生的自然

災害事件，那麼2017年的回顧才是
完整的，而且還要記住第一季度在 

美國、香港、澳門和澳洲／新西蘭也

發生了重大損失。由於鼎睿保持業務

多元化，我們無法避免這些損失。 

然而，我們的風險管理工作證明了 

我們的承保業績和我們預期的一樣。

我們的理賠表現統計數據一如既往地

令人印像深刻 — 92%的索賠都在 
五個工作日之內完成理賠。在過去 

五年內，我們創造增長的能力已得到

印證，而2017年清楚地表明這也是
一項穩健的業務。

 5 天
92%的索賠都在五個	
工作日之內完成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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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賦能經濟發展

鼎睿成立於五年前，堅信保險
業可以為社區帶來價值。公司
一直活躍於世界上部分最貧困
國家 — 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和 
斐濟，到柬埔寨和孟加拉國，
我們不僅提供理賠，而且對 
當地和當地自資的保險商給予
支持。

就業務性質而言，再保險公司往往 

需要全面觀察全球風險，但作為對 

社會負責的企業，我們也需要透過 

整體風險，看到我們的行動對個體 

有何影響。盡管內部回報率和綜合 

成本率十分重要，但鼎睿深信，再保險

和保險是促進社區發展的必要工具。

通過降低融資成本，保險有助於改善

水處理、醫院、學校、發電站、道路

和橋梁等基礎設施。

出於這種考慮，鼎睿參與了眾多倡議，

致力於讓大家深入了解區域內的新興

風險和日益嚴峻的現有風險，並提供

創新方案以降低和保障其影響。

可持續保險原則倡議
鼎睿是聯合國環境署金融倡議 

(UNEP FI)永續保險原則(「PSI」)的
簽約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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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7年，鼎睿首席風險官羅克勤 
先生加入PSI倡議董事會，參加在 
東京的聯合國大學舉行的亞太市場 

活動會議，探討環境、社會和治理 

問題如何與保險行業相結合。

喜馬拉雅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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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不再只是

原先的贊助商角色，而是更加積極地

參與設計工具，旨在幫助喜馬拉雅 

地區和全球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社區 

應對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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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風作為對中國及更廣泛地區

的主要天災威脅，其保險保障強制性

地被加入所有保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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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編制報告的准確性進行 
評估，並提出改進建議。

鼎睿再保險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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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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提供安全保障。鼎睿全力支持這一 

舉措，助力政府實現更高的財務 

確定性和穩定性，使其保險計劃能 

覆蓋更多斯裡蘭卡人民。

獲得「商界展關懷」榮譽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向鼎睿頒發了「商界

展關懷」榮譽，嘉許我們關懷社區、

員工和環境的承諾。「商界展關懷」

計劃旨在促進商界與社會服務界之間

的戰略伙伴關系，共同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建設更具包容性的社會。

CARMA — 東盟國家的巨災
與風險管理
2 0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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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A的贊助商和貢獻者。該平台
由東盟保險理事會(「A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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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rma-asean.com

Fiji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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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通過提升自己提前預測 
事態發展的前瞻能力，來應對
瞬息萬變的風險環境，特別是
科技、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等
領域。

我們的業務在過去一年保持穩健 

增長。鼎睿的關注焦點仍然是亞太 

地區，但公司在世界各地運營，近期

擴大業務足跡，在瑞士蘇黎世成立 

子公司。我們還在馬來西亞納閩開設

分公司，並成為獲新加坡監管部門 

許可的再保險公司。

2017年的風險狀況
鼎睿的風險管理模式在2017年得到
驗證，這一年因氣候引起的風險異乎

尋常。盡管三股超級颶風登陸北美 

地區，但我們本年度的風險限額始終

在規定範圍之內。我們密切監測風險

事件，這意味著我們實時追蹤累積 

風險敞口，並進行清晰的內部溝通。

2017年是一個極端年份，但這一年
的各種事件真正考驗了我們的風險 

管理系統 — 很明顯我們的系統通過

了考驗。公司絕不會超出規定的風險

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

風險偏好
就鼎睿在資本管理方面的整體風險 

偏好而言，我們願意承受的最高損失

是股東權益的18%，而這種概率百年

一遇，投資端和承保端的風險均 

如此。我們針對每種風險明確了總體

能力，也考慮到各風險之間相互依賴

之關系。在每個類別內，規定風險 

限額在風險減輕後通常不超過股東 

權益的5%。

該限額系統得到實時監控，經驗證 

極富彈性。公司也在不斷加強分析 

能力，以應對風險預測變化。此外，

我們還采用一種基於場景的方式來 

管理可能由建模引起的風險，然後 

反饋給風險負責人、承保人或投資 

經理，幫助他們了解投資組合，並進行

相應管理。

企業治理
良好的企業治理能夠創造長期價值，

不僅是經營管理與風險管理方式的 

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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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睿遵循香港以及其他相關司法 

管轄區的法律與法規。公司也是 

聯合國環境署金融倡議(UNEP FI) 
永續保險原則(PSI)的簽約方。公司 
首席風險官、法律及合規團隊與社會

環境官負責確保公司遵守適用的 

法律和法規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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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保險的管理層和員工執行企業 

治理的日常工作，公司制定了《行為 

准則》、《社會與環境責任指南》以及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條例》。

鼎睿擁有清晰的「三條防線」治理 

模式。公司的運營部門是第一條 

防線，負責設計流程和內部控制 

系統。合規及風控部門是第二條 

防線，負責獨立監督公司的風險承擔

和風險管理活動，並評估非正式控制

活動。最後，第三條防線是內部審計

部門，該部門負責對前兩條防線的 

風險減輕控制活動進行獨立驗證。

香港正在重新審議其監管框架，而作

為一家重要的本地企業，我們對此 

提供積極支持，協助各項定量影響 

研究。鼎睿通過各個本地保險業機構

和協會，積極推動建立更完善的監管

框架。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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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風險管理
鼎睿認為風險管理是指導策略中的 

一個關鍵要素。公司將強大的專利 

分析技能與最先進的信息技術平台 

進行有機結合，從而提供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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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期 

業務規劃和長期戰略發展。

風險類別
財險

自然災害是財險業務的最大風險。 

公司針對洪水、地震、台風、強風暴

和火災明確了相應的風險場景，以在

承保地區管理這些風險。

鼎睿根據授權供應商模型，分析自然

災害風險敞口。此外，公司建立了 

精良的分析團隊，協助公司根據內部

評估來鑒定風險。公司的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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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分保來控制風險總限額。對火災、

人身意外、信用與債券以及農險等其

他險種業務，鼎睿也采用累積追蹤。

鼎睿還追蹤商業保費不足(即得不到

足額保費來償付未來損失的風險) 

和准備金不足(即影響現有准備金充

分性的不利發展風險)等風險。公司 

采用自主開發的定價工具，按照保險

精算的最佳實踐來監控保費不足和 

計算准備金。

人壽及健康險

鼎睿在人壽及健康險業務上面臨的 

重大風險是承保賠償可能高於預期。

生物計量風險和消費行為變化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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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發生災難事件，鼎睿對每個生命

賠償額以及涉及的生命總數制定了 

限額。超過限額的，會購買再保險 

以提供足夠的保障能力。基礎的精算

假設和評級規則由委任精算師制定，

並不時進行評審。

資產投資組合

鼎睿在投資方面的最大風險來自股權

投資組合的波動。公司希望通過精選

優質股票創造長期價值，並准備好 

接受短期內的股價波動。公司通過 

紅綠燈追蹤系統密切追蹤股市走勢。

有關固定收益投資組合，鼎睿面臨 

利率變動和息差波動風險。公司以 

名稱、國家和行業為基礎追蹤風險，

並考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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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或行業中的潛在敞口

過大，公司會重新平衡或對衝該投資

組合。

鼎睿還面臨外彙風險。嚴格的資產 

負債管理框架與公司的資產和負債相

匹配。然而，在一些前沿領域和新興

經濟體中，鼎睿受到不成熟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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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時快速理賠支付索賠，公司密切 

監控流動資金狀況，並持續增強現金

流規劃能力。鼎睿留存股東和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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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和固定收益 

工具主要在香港或紐約的證交所 

交易，清算便捷。

運營風險

鼎睿還會面臨人員流失、流程和系統

中斷以及外部事件所導致的運營 

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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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睿一年至少執行一次災難恢復 

流程。該舉措旨在測試發生外部事件

時，公司科技信息系統的應變能力，

並確保可訪問關鍵業務信息。同時，

這也培訓員工如何應對此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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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的成功建立在我們充滿活力、熱誠、靈活和創新的	

員工之間多元化的思想交流和有效的團隊協作之上。

我們的員工是推動公司成為客戶和利益相關者眼中	

最有價值的再保險伙伴的關鍵。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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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我加入鼎睿之初，就很高興能與同事們打成一片，實現我們所有的既定目標。鼎睿是一家蒸蒸

日上的公司。我特別喜歡的一點是，資深專家與年輕同事和諧共事，正是這種包容的企業文化

才幫助我們實現共同目標。太棒了！我期待著繼續幫助公司成為重要的再保險企業，同時保持

最初的熱情和好奇心。

以前，我覺得加勒比海似乎遙不可及，但在2017年的一系列颶風之後，我意識到，通過	
我們鼎睿的努力，我可以切實幫助到那裡的人們。

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我們沒有那麼多等級結構，大家也緊密合作。這讓我們變得高效、

靈活，可以隨時互相支持，也營造了和諧的辦公氛圍。我很高興看到鼎睿走向全球，近期

更是吸引到新資本。

在一年一度的復星晚宴上登台領獎，是值得銘記的時刻。我負責建立在線熱帶氣旋跟蹤	

平台的項目，獲得了公司的有影響力技術產品類提名。

鼎睿擁有高效的決策流程、簡單式的報告結構，各個團隊朝著共同目標奮鬥。公司制定了清晰

的願景和明確的發展方向，並在決策流程中提供重要支撐，這讓我們在工作時倍感愉快。

我希望科技對業務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就職鼎睿再保險對我來說是很好的開端。我很適應這裡的工作環境。同事們精力充沛、	

志向遠大，這是我真正可以發展事業的環境。我有機會與公司一起成長，我的工作得到	

公司重視也讓我感覺很好。創新是鼎睿的理念之一，這點能真正吸引我，因為我在工作	

之余也極富創造力和藝術感 — 我的一大愛好是芭蕾。鼎睿在過去五年內取得了諸多成就，
我希望公司今後繼續為全球客戶提供創新的、有遠見的再保險服務。

2017年大部分時間我負責集資的工作，最後保德信金融集團成為我們的新股東，我對這個
結果感到很滿意。這是鼎睿再保險的重要裡程碑。藍籌股企業入股鼎睿，說明其充分信任

我們的管理工作和特許經營。鼎睿的工作環境充滿活力 — 同事們都極有抱負，齊心協力	
發展公司。我是剛生孩子的職業女性，鼎睿非常關懷我們這類員工，絕對是優秀雇主。	

公司行事靈活，每個人各司其職，為公司創造成果，所以我很高興可以在事業上一展	

所長，還能當一個好媽媽。

黃治恆
分析部

程堃
分析部

李嘉穎
法务部

黃穎
企業發展部

Gianluca Mereu
財務與會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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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忘記12月最後一天的團隊午餐。艱苦奮鬥數周後，整個財險團隊享用了正宗川菜，
慶祝又一次充滿新突破的成功續保，這已成為鼎睿自領有牌照以來的傳統。過去五年來，

我們實現了一次又一次奇跡！我一畢業就加入鼎睿，看到擁有數十年再保險經驗的資深 

同事願意分享、傾聽和溝通，我感到十分驚訝。這裡的工作方式高度透明、有效。年輕人

有很多學習和快速成長的機會。我希望公司繼續保持靈活敏捷，迅速且智慧地應對各種 

挑戰和機遇。

我在2017年以後才加入鼎睿，但就是在這短短時間內，我接觸到人壽及健康險業務的 
各方面，我們既是組織的一員，但同時也有機會專注領導自己的工作。鼎睿擁有開放親和

的企業文化，部門之間不分彼此，大家可以各抒已見。

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團隊，70位同事來自14個國家，講21種語言。值得稱贊！

作為再保險行業的初創企業，鼎睿建立起極為成功的財險業務。未來五年，我們期待繼續

發展財險業務，同時人壽及健康險業務也不斷增長。總之，我們通過產品創新和科技 

合作，在現代化再保險市場贏得一席之地，並真正脫穎而出。

鼎睿全新的再保險系統順利完成第一階段，這對一家年輕公司而言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盡管這麼大規模的項目對任何公司都是雄心勃勃的，但這同時也彰顯了鼎睿矢志超越市場

競爭對手的雄心壯志。作為一家不斷發展的公司，每個人都有機會出謀劃策，助力公司 

取得最佳成績，這種機會在其他公司並不常見，因為組織結構不允許這種員工參與。與這麼

多優秀同事共事，是提高自己能力的寶貴機會。我希望鼎睿未來不斷發展、成熟，管理各類

挑戰，從初創企業成長為備受認可的市場參與者。

鼎睿再保險是理想的工作場所	—	開放式辦公室、簡單式結構、成長型公司、環境靈活 
多變、股東大力支持，而且同事互相幫助、態度積極。

難忘時刻包括：聖誕節派對上，我們為加勒比群島上的災民募集善款	—	我們在歡度節日
的同時，不忘回饋社會；我們連續六年聖誕節期間堅守崗位，確保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

展望未來，今後五年內將發生變革。公司成立的最初五年裡，沒有人認為我們會成為一家

10億美元以上的公司，下一個五年我們會繼續大放異彩。保持不變的一點是，我們始終 
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商業模式。 鄭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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