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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簡介

駐足亞太區樞紐城市 － 香港的鼎睿再保險有限公司（“鼎

睿”），於2012年12月獲香港保險業監理處正式授權開始

進行承保業務。

鼎睿的初期資本為5.5億美元，致力為亞太區的客戶提供實

用創新再保險服務。我們在區內提供多樣化的財產險再保

險合約業務，並按照客戶的需要設計量身定制最切合客戶

需要的風險轉移和資本管理工具。截至2013年12月31日，

鼎睿已經與17個亞太市場的87名客戶建立關係，如澳大

利亞、孟加拉國、柬埔寨、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印度尼

西亞、日本、馬來西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

賓、新加坡、韓國和泰國。

我們銳意推進再保險業邁向現代化，以全新的角度為亞太

區的繁榮發展和經濟增長提供保障。鼎睿對這個在全球經

濟里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並充滿活力的經濟區域有深入及

透徹的瞭解。

我們的團隊由14個國籍的專業人士組成，他們對全球和地

區市場均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我們結合本地專業睿智與國

際經驗，惠及客戶，並堅守高瞻遠矚的文化，為再保险行業

帶來新方案、新氣象。

鼎睿由扎根中國並立足全球的領先投資集團 － 復星國際有

限公司（“復星”）以及專门針對私營部门发展的世界銀

行集團成員 - 國際金融公司共同持有，兩家機構分別投資了

85.1% 及 14.9% 的資金。鼎睿獲領先國際保險業評級機構

A.M. Best評為“A-”級。

作為一家新時代下成立的再保險公司，鼎睿建基於久經歷練

的專業准則，並矢志針對在急速發展和革新中遇到的挑戰，

發揮再保險方案的最大潛能。

因為我們細心聆聽，所以能夠作出敏銳而有誠信的決策，同

時我們亦勇於把所需所想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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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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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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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美元

2012
	美元

收益 103,193,585 –

已賺毛保費 50,926,466 –

轉分保保費 (6,206,400) –

已賺淨保費 44,720,066 –

賠付支出 (6,296,906) –

未決賠付變動額 (34,021,693) –

賠付淨值 (40,318,599) –

手續費支出 (8,358,304) –

手續費淨值 (8,358,304) –

管理費用支出 (13,174,640) (3,050,839)

年內承保虧損 (17,131,477) (3,050,839)

投資收入 123,842,353 10,018 

106,710,876 (3,040,821)

其他支出 (2,275,680 ) –

稅前盈利	／（虧損） 104,435,196 (3,040,821)

所得稅支出 (1,448,761) –

年內盈利	／（虧損） 102,986,435 (3,04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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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771 –

	 所得稅影響 (553,372) –

年內其他綜合收入 2,800,399 –

年內綜合收入總額 105,786,834 (3,040,821)

損益表

財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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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美元

	2012
	美元

資產

無形資產 402,628 634,127 

房地產及設備 332,069 445,680 

可供出售投資 239,567,364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289,118,520 –

遞延獲取成本 9,567,818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318,734 –

再保險應收賬款 55,984,699 –

現金及銀行結存 154,577,470 550,010,018 

資產總值 755,869,302 551,089,825 

負債  

結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2,378,853

再保險合約債務 86,288,812 –

再保險應付款項 11,136,069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696,275 1,751,793 

遞延稅務負債 2,002,133 –

負債總額 103,123,289 4,130,646 

淨資產 652,746,013 546,959,179 

權益

股本 550,000,000 550,000,000 

儲備 102,746,013  (3,040,821)

652,746,013 546,959,179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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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美元

	2012
	美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

	 稅前盈利	／（虧損） 104,435,196 (3,040,821)

	 房地產及設備折舊 171,474 53,921 

	 無形資產攤銷 239,207 79,266 

	 利息收入 (8,829,956) (10,01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股利收入 (1,621,372) –   

	 公允價值收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74,932,011) –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收益 (38,459,014) – 

結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變動 (2,378,853) 2,378,853 

再保險合約應付款項變動 34,021,693 –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變動 52,267,119 –

再保險貸方變動 11,136,069 – 

其他應收款項變動 (1,772,419) –

遞延獲取成本變動 (9,567,818) – 

再保險應收款項變動 (55,984,699)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變動 1,944,482 1,751,793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 10,669,098 1,212,994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房地產及設備 (57,863)  (499,601)

購買無形資產 (7,708)  (713,393)

已收利息 6,515,745 10,01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股利收入 1,532,399 –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付款 (237,759,316) – 

購買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投資的付款 (263,538,190) –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投資的所得款項 87,213,287 – 

投資活動使用現金流量淨額 (406,101,646) (1,202,976)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普通股所得款項 – 549,999,987 

現金及現金等價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395,432,548) 550,010,005 

年初現金及銀行結存 550,010,018 13 

年末現金及銀行結存 154,577,470 550,010,01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54,577,470 550,010,018 

現金流量表

財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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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組合

澳紐
大中華
印度次大陸
日本
韓國
東南亞
環球

農險
責任險
工程保險
水險
車險
財產險

按市場 按險種

市場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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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未來
專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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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致辭

汪群斌	
董事長

2013年是鼎睿運營的第一年。在這一年中，鼎睿本著“為
客戶創造價值”的原則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邁出了成功的

第一步。截至2013年12月31日，由於財產險和責任險再保
險合同業務的發展理想，加上可觀的投資收入，本年度的

稅後盈利達1.0299億美元。毛承保保費、投資收入和淨資
產總額則分別為1.0319億美元、1.2384億美元和6.5275億
美元。

2013年，亞太區內發生了多宗保險重大損失事件，包括超
強颱風“海燕”和多場風災等。鼎睿的業務也受此影響。

儘管這些損失的賠償金額並不巨大，但由於我們在運營首

年已賺保費相對不高，2013年的承保業務還是出現了輕微
虧損。

然而，公司持有的股票在本年度有理想的投資回報，帶來

了可觀的收益，足以抵銷亞太區天災和風險損失帶來的輕

微核保虧損。鼎睿的投資組合包含現金、債券和股票。持

有的所有股票和債券均是上市股票及債券，而債券組合內

的債券加權平均評級也符合投資評級的要求。鼎睿的流動

性風險低，我們通過內部工具管理投資組合。

在2013年末，國際評級機構 A.M.Best再次確認鼎睿的	

鼎睿在運營首年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相信，鼎睿將和我們
的客戶共同成長，長期持續地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

“A-（卓越）”評級，前景穩定。肯定了鼎睿雄厚的資本
實力、完善的風險管理，以及審慎的業務計劃。	

我們深知，在鼎睿所處的再保險行業中，與客戶及其它利

益相關者保持緊密溝通，對於我們之間深厚、持久的合作

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向各方彙報公司

的願景、戰略，以及誠信、透明的經營理念，各方利益相

關者可以充分瞭解並接受公司的核心價值。

鼎睿的誕生，就是要把握新興市場中產階級日漸擴大帶來

的機遇。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內，這一趨勢尤為明

顯。因此，我們選擇香港作為鼎睿開展業務的中心。香港

背靠中國，同時也是位於亞太區中心的重要國際市場。以

香港為中心，可以讓我們與客戶更近，也可以讓我們及

時、迅速地對市場趨勢做出反應，與我們的客戶一起抓住

業內最龐大的增長機遇。

為了與客戶建立長遠且持續發展的合作關係，我們必須奠

定扎實的基礎。因此，我們沒有在亞太區設立多個辦事

處，而是選擇扎根香港。採取亞太區單一業務中心的模

式，一方面符合我們嚴謹的成本控制策略和風險管理文

化，以應對充滿挑戰的再保險市場；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



鼎睿 2013 年 年 報 11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我衷心感謝所有利益相關者在過去一年的支持，
讓我們能奠定比預期更穩固的基礎。

們培養一支傲視同儕、專注為區內客戶服務的再保險專家

團隊。

在首年的運營中，管理費用的佔比較大，這符合我們的預

期。但我們相信，隨著業務和保費的持續增長，亞太區單

一業務中心的模式會使得成本比例逐步下降。最終，這可

以幫助我們向客戶提供最優服務，確保客戶得到最佳的保

護。

我們希望可以通過努力，協助我們的客戶最大限度地減低

在亞太經濟體中承擔的風險，支持客戶實現可持續性的盈

利增長。

今後，鼎睿將繼續在產品開發以及地域覆蓋範圍上讓我們

的業務組合變得更多元化。我們將積極發展在人壽及健康

險，以及信用險和保證保險業務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務求

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再保險服務。同時，作為全球性的再

保險公司，我們亦會在服務好本地社區的同時，向全球其

它市場拓展，以此擴大我們對客戶的服務範圍，加深我們

與客戶的合作關係。

受惠於鼎睿精簡的公司架構、透明高效的內部溝通、高級

管理層的專業領導，以及員工的專注投入，公司在首年取

得了令人鼓舞的進步。我們以員工為傲，並希望借此機會

向股東、董事會、客戶、經紀人、業務伙伴和員工致意，

感謝他們協助鼎睿在首年創下佳績。

鼎睿尊重不同的文化、語言和專業，唯才是用，因此能深

入認識本地市場，擁有豐富的產品知識。實力超群的團

隊，在鼎睿經營的第一年便獲得財力雄厚的客戶支持。

我們將會繼續恪守公司的理念，兌現“高瞻遠矚、專注投

入、勇於實踐”的承諾。我們希望，鼎睿可以憑借精辟獨

到的意見和決策，加上迅速回應市場的能力，在市場上脫

穎而出，長期持續地為客戶創造更大價值。

汪群斌

董事长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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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汪群斌 
董事長，非執行董事

汪群斌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董事長及

非執行董事。汪先生是復星的創辦人

之一。自復星成立以來，汪先生一直

擔任該公司董事。在加入復星前，汪

先生曾任復旦大學遺傳研究所講師。

汪先生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中國上

市公司卓越50人」，並曾獲世界經濟
論壇2009年「全球青年領袖」稱號、
中國醫藥「60年60人」、「二零零
四年度中國醫藥十佳職業經理人」、

「第四屆中國傑出青年科技創新獎」

及「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等榮

譽。

汪先生於1991年從復旦大學取得遺傳
工程學學士學位。

李鳴 
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

李鳴先生是鼎睿再保險的副董事長及

非執行董事，亦為復星集團總裁高級

助理兼海外保險投資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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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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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以及

美國普度大學及西密歇根大學碩士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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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復星成立以來，郭先生一直擔任該公

司董事長。

郭先生曾榮獲「十大中國未來經濟領

袖」、全國「關愛員工優秀民營企業

家」、「安永企業家獎之工商業企業

家獎」、連續七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

頒發的「最具影響力的25位企業領
袖」、《金融時報》頒發的25位最值
得關注的中國人等。

郭先生於1989年從復旦大學取得哲學
學士學位，繼後於1999年從同一所大
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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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栢瓊
獨立非執行董事

貢智奇
獨立非執行董事

段求平 
非執行董事

段求平先生是鼎睿再保險非執行董

事，是復星集團總裁高級助理兼復星

金融集團聯席總裁。

於2010年加入復星之前，段先生曾先
後於國家機構，包括江西物價局、國

家物價局以及不同保險公司包括中國

人民保險公司、國華人壽、中銀保險

公司及中保研汽車研究院擔任高級職

務。

段先生擁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授予的

高級經濟師職稱，並於中國人民大

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從業三十多

年，段先生專注於發掘中國保險行業

各領域的投資機會並擁有豐富的保險

公司經營管理經驗。

韓潤南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合伙創辦

人兼首席執行官。韓先生擁有超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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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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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其中6年擔任香港的責任保險
部主管。

開展其再保险事业前，韓先生早年曾

任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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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韓潤南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合伙創辦

人兼首席執行官。韓先生擁有超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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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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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其中6年擔任香港的責任保險
部主管。

開展其再保险事业前，韓先生早年曾

任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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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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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鼎睿持有超過6億美元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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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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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克勤  
首席核保官

羅克勤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合伙創辦

人兼首席核保官，主要負責公司的核

保、索賠及分析業務的管理。羅先生

於再保險業擁有超過22年的工作經
驗，他在開發再保險方案方面經驗豐

富，並擁有持續核保盈利的卓越往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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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ain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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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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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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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安琪 
總監	–	人壽及健康險

顧安琪女士為鼎睿再保險人壽及健康

險部總監，積累了逾30年人壽保險及
再保險行業經驗，對全球人壽與健康

市場認識透徹。

加入鼎睿前，顧女士在怡安奔福再保

顧問擔任亞洲人壽再保業務主管，負

責為壽險公司提供設計、構建及銷售

傳統和非傳統再保方案的意見。

顧女士於1987年加	Union Re，為歐洲
和北美的人壽及健康、意外及健康與

特別保險部負責精算、核保、理賠及

業務發展工作。Union Re 與瑞士再保
險在1998年合併後，她調派往香港出
任瑞士再保險的人壽保險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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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里程碑

正式成立
鼎睿在1月9日正式成立。鼎睿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先生與首席核保官羅克勤先生聯同董

事長汪群斌先生、國際金融公司亞洲金融市

場局局長杜書集先生，於新聞發佈會上向來

自世界各地的媒體概述公司的業務計劃與策

略。

辦公室隆重開幕
鼎睿與多位利益相關者於4月19日慶祝辦公

室開幕。作為扎根香港的再保險公司，鼎睿

也入鄉隨俗，邀請醒獅助慶，為新辦公室祝

福。

1月	-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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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市場地位 

年內鼎睿在區內不同市場獲得令人鼓舞的支

持，並為公司奠下穩固的基礎。因此，我們

在不同市場舉辦活動，以感謝客戶和經紀公

司對公司的支持。

鼎睿獲A.M. Best肯定評級 

受惠於鼎睿雄厚的資本實力、完善的風險管

理，以及審慎的業務計劃，國際評級機構

A.M. Best 於12月19日再次確認鼎睿的	“A- 

（卓越）”評級，前景穩定。

7月	-	12月

A
M BEST

 

   

A- Excellent

Financial Strength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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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2013年是鼎睿成果豐碩的一年。我們在2012年12月底獲
發牌照後，於2013年1月1日正式踏足再保險市場。由於4
月1日是日本以及部份韓國再保險客戶的合約續轉日，正好
測試客戶對鼎睿的接受程度。我們很高興獲得日本業務伙

伴的接受和支持，而這份接納鼎睿為他們提供再保險服務

的信任，是公司於日後成功開拓更多市場的主要因素。韓

國也是鼎睿的一個重要市場，構成了我們業務組合中富有

意義的一部分。

我們在1月1日的續保季中審慎地開展中國業務，並在年
內穩步發展，進度理想。我們深信中國在未來幾年將成為

鼎睿策略和業務中主要的一環。中國市場年內經歷了兩項

重大的保險損失事件，而鼎睿的業績也難免受到影響。不

過，有關半導體公司海力士和颱風菲特的保險損失都為鼎

睿帶來機會，展示公司致力迅速有效地處理理賠程序的宗

旨，以及作為再保險公司面對真正考驗時的能力。	

鼎睿在4月成功進入作為亞太區策略中重要部分的澳大利亞
和新西蘭市場，並成功擴展至7月份的主要續保。我們在這
兩個重點市場獲得廣泛的客戶支持，他們向我們購買巨災

和其他財產保險的再保險合約。我們希望日後能鞏固在責

任險方面的業務，並推出多樣化的產品以滿足這兩個市場

的客戶需要。

與此同時，鼎睿也積極開拓東南亞和南亞市場，以支持包

括西至孟加拉國、南至印度尼西亞等地區的客戶。截至

2013年年底，我們已成功建立區內業務，服務來自17個市
場的87名客戶。這成績讓我們在滿足由國際金融公司制定
的其中之一個目標	-	在亞太區部分最不發達國家中與一定數

目的公司成為業務伙伴	-	邁出重要的一步。截至年底，鼎睿

與國際開發協會亞太區名單上八個國家的保險公司或再保

險公司建立了活躍的業務關係。我們協助菲律賓的保險公

司處理年內的三宗重大損失事件，再次展示為客戶迅速處

理賠案的能力。

鼎睿的董事會決定，在公司的發展初期，應由首席核保官

和首席執行官執掌核保工作。同時，我們也致力避免僵化

的分級制度，而是建立起一個再保險工作坊，讓不同背景

和經驗的專才一起分析和討論業務。在這些討論中，大

家無分等級，暢所欲言。我們的辦公室沒有內部牆壁或

屏風，即使是最高級的管理層和首席執行官，也跟其他員

工同處一室。公司並非以部門劃分，而是按職能區分，讓

大家能通力合作。鼎睿竭力把公司的精緻變成優勢，借助

穩健的結構把握每一個業務機會，不讓機會從「縫隙中溜

走」。

員工之間的討論讓鼎睿成功地在一年內獲得了業內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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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如果公司初期決定在區內設立多個辦公室，這個結

果將是很難達到的。

為了加強核保能力，鼎睿也設立了來自風險分析、產品核

保和市場研發這個以客戶為中心的三合一核保團隊。這些

高素質的專業分析討論並不會影響我們對客戶和經紀人訴

求的及時回應。三個小組通力合作，以深思熟慮、切合市

場實況的意見，滿足客戶的需要。領導團隊也會參與討

論，以確保核保團隊能充分考慮風險的各個方面，包括從

風險管理和客戶的角度出發。我們優秀高效的服務，漸漸

贏得經紀人和客戶的認同和贊賞。

風險管理

全面瞭解風險，是成功管理風險的關鍵。鼎睿任用經驗豐

富的分析師，以廣博的市場智慧和產品知識，為公司營造

優勢。我們也致力投放資源於知識及科技，以便適當審慎

地管理風險。因此，鼎睿除了擁有RMS和AIR的災害風險管
理模型，更進一步的設計、建立和測試我們自己的定價工

具。通過清楚劃分的責任和所有權，我們妥善控制風險，

惠及客戶。

產品核保

鼎睿的核保團隊成功匯聚了各個主要財產險種的資深專家

和專業核保師。我們對在營運首年已擁有財產險、巨災、

農險、責任險、車險和水險的再保險專家感到驕傲。我們

的精英團隊確保我們對產品以及每個業務所在市場的情況

有深入瞭解。		

市場

鼎睿的市場團隊負責不同的職能，包括地區銷售、全公司

的市場營銷，當中包括營銷傳訊和市場調研。鑒於風險管

理對現今的再保險業非常重要，鼎睿致力瞭解客戶的財政

壓力，因此我們密切留意業務所在市場和地區的宏觀經濟

發展。此外，為客戶的財務和經濟狀況進行詳細分析以便

在完善的信息下進行決策至關重要，否則我們怎能為客戶

定制最合適的方案？我們在這些方面投入很多關注，把財

務和經濟分析結合在核保過程中。種種努力，讓我們在開

業首年，已經能以切合客戶獨特需要的方案，脫穎而出。

鼎睿能夠在這一年里取得如此佳績，全賴業務伙伴的鼎力

支持，否則我們不能享有如此強有力的開端。我們為各個

市場訂立核心價值，並在年內舉辦各種活動。我們期待能

在未來把這些包括在中國和日本舉行的活動拓展成定期及

更大型的活動。我們深知在亞太區的再保險行業里，企業

人員之間的關係將促進企業間的關係。

2013年是鼎睿奠立根基的一年，我們不但在業務上取得了
一些成績，也從各方面獲益良多。展望未來，我們期望能

運用累積的經驗和智慧，為業務伙伴帶來更多的支持，並

建立穩健長遠的業務關係，為亞太及更廣闊地區的增長動

力	-	中產階層提供更大更穩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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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與企業治理

風險管理

鼎睿的業務涉及各種風險，包括資產風險（例如信用和市

場風險）、責任風險（即承保風險及準備金風險）和業務

風險（營運和戰略風險）。我們基於強大的風險文化，清

楚注明風險偏好和承受能力，致力在企業層面全面管理風

險。

在再保險業務方面，鼎睿視巨災為最大的單一風險，因此

在所有承保地區清楚界定洪水、地震、颱風、嚴重風災及

山火的定義，並為每項自然災害設定總承保能力，同時亦

將不同災害之間的依存關係（特別是颱風）列入考慮範

圍。

鼎睿使用不同供應商的風險模型來分析巨災風險。此外，

我們亦建立了一支卓越的精算團隊，讓管理層能根據內部

評估結果評定風險。我們所使用的現代化信息平台亦加入

了水險及農險於實時風險累積的追蹤。公司也以轉分保的

方式來控制風險總限額。

再保險業務的另一項常見重大風險，是法例及利率變動或

（醫療）通脹大幅上升，為責任險業務的準備金帶來不利

影響。由於鼎睿大部分亞洲責任險屬短期性質，而迄今尚

未承保大額的責任險，因此這項風險在我們成立初期的影

響較小。

鼎睿運用經濟資本模型綜合所有業務及財務的風險，同時

在信息技術上做出了前期投資並制定清晰的信息技術藍

圖，務求建立一目瞭然的表現管理系統，有效監察風險，

同時優化業務組合的風險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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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睿已在2013年制定承保及投資指引與程序，包括了國
際金融公司的除外清單，旨在承保及投資時識別和追蹤

不符合社會及環境標準的企業，確保我們不會向違反社

會及環境標準的公司提供再保險服務。

	 我們按照內部社會及環境框架的准則，仔細審視每項計

劃承保的合約業務。在2013年，我們拒絕了五項不符合
社會及環境要求的合約，而在已承保的合約中，只有不

足3%被視為敏感業務。

	 鼎睿也密切監察公司的投資組合，以確保符合國際金融

公司的除外清單。本公司在年內選擇的所有投資項目均

符合社會及環境框架要求。

	 截至2013年12月31日，鼎睿正向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
融行動機構提出申請，成為可持續保險原則的簽署公

司。	

		 《反洗錢政策》
	 鼎睿已制定《反洗錢政策》，列明公司及全體員工內部

程序的主要原則，確保公司符合國際及香港有關反洗錢

和反恐融資的法律及監管規定。

	 該政策明確規定鼎睿內部的客戶盡職調查必須在國家、

公司、經紀人及受保人的層面上均符合反洗錢和反恐融

資指引。

	 每名員工必須完成反洗錢政策培訓，確保對該主題有相

同的理解。

企業治理

鼎睿重視誠信和專業精神，雖然公司董事會及各個委員

會，包括審計委員會、投資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和提

名與薪酬委員會肩負最終的企業管治責任，但在日常運作

上有賴管理層和員工的日常實踐。為了向員工提供適當的

支持和指引，我們先後制訂《行為守則》、《社會和環境

責任指引》和《反洗錢政策》。

		 《行為守則》
	 鼎睿的《行為守則》反映公司在日常營運中應用的法律

和道德標準。公司的全體員工，包括管理委員會的成

員、臨時員工和鼎睿代表，也必須恪守《行為守則》，

維護鼎睿的聲譽。

	 鼎睿致力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平等的機會，不會容忍

任何形式的歧視和騷擾，同時堅持以誠實透明的方式經

商，禁止任何形式的賄賂和貪腐行為。

	 《社會和環境責任指引》
	 鼎睿積極提倡可持續發展，並制定各項策略和指引，以	

	 推動社會及環境的健康發展。我們的商業決策皆符合國	

	 際環境及道德守則、標準和規例。

	 鼎睿也按照股東之一的國際金融公司的社會及環境責任

架構，制定內部社會及環境政策。

	 每一名全職員工必須完成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和社會績

效管理》的在線課程，確保對日常運營適用的社會及環

境標準有一致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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