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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植根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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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睿的初期資本為5.5億美元，致力於為亞太地區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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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鼎睿已與全球30個市場

175位客戶建立了合作關係。

關於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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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地區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區，持續推動全球經濟發

展，而我們對這個地區有深入而清晰的理解。我們的

團隊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再保險專業人士組成，他們對

全球和地區市場涉獵廣泛，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在

此基礎上，我們有機結合本地專長與國際經驗，惠及

廣大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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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付諸實踐。

鼎睿由兩家股東共同持有，包括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復星」）——扎根中國並立足世界的領先投資集

團；以及國際金融公司（IFC）——專注於私營部門發

展的世界銀行集團成員。兩家股東分別持股85.1%及

14.9%。鼎睿獲得領先國際保險業信用評級機構貝氏

國際評級公司（A.M. Best）授予的「A-」評級。



高瞻遠矚

專注投入

勇於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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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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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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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概覽

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致辭

董事會成員

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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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財務概覽

鼎睿 2014年年報

 美元 2013

288,143,992

199,991,256

(8,403,350)

191,587,906

(61,273,347)

(80,621,855)

(141,895,202)

(34,726,224)

(34,726,224)

(17,248,932)

(2,282,452)

55,601,091

(1,626,858)

(4,995,531)

46,696,250

(5,062,442)

41,633,808

(6,958,854)

已赚毛保费

转分保保费

已赚净保费

赔付支出

未决赔付变动额

赔付净值

手续费支出

手续费净值

管理费用支出

年内承保亏损

投资收入

其他支出

外匯亏损

所得税支出

可供出售投资

在随后期间重新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入 

103,193,585

50,926,466

(17,131,477)

123,842,353

(2,275,680)

104,435,196

102,986,435

(6,206,400)

44,720,066

(6,296,906)

(34,021,693)

(40,318,599)

(8,358,304)

(8,358,304)

(13,174,640)

–

(1,448,761)

3,353,771

收益

税前盈利

年内盈利

其他综合收入

1,105,689

(5,981,883)

35,651,925

所得税影响

105,786,834

(553,372)

2,800,399年内其他综合收入

年内综合收入总额

 美元 2014

公允价值变动

重新分类调整 (128,718) –

2



鼎睿 2014年年報

資產負債表

283,229

194,940

301,592,472

323,045,038

28,294,697

11,489,882

182,685,886

156,907,643

1,004,493,787

249,429,659

56,619,376

4,087,928

3,021,998

2,936,888

316,095,849

688,397,938

550,000,000 

138,397,938

688,397,938

102,746,013

 美元 2013

402,628

332,069

239,567,364

289,118,520

9,567,818

6,318,734

55,984,699

154,577,470

755,869,302

86,288,812

11,136,069

3,696,275

2,002,133

–

103,123,289

652,746,013

550,000,000

652,746,013

无形资产

房地产及设备

可供出售投资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

递延获取成本

预付款、按金及其他应收款项

再保险应收账款

现金及银行结存

再保险合约债务

再保险应付款项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负债

递延税务负债

当时所得税负债

股本

储备

资产

资产总值

负债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权益

 美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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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9,956)

104,435,196

171,474

239,207

  
(1,621,372)

(74,932,011)

(38,459,014)

  –

经营活动

(15,925,281)

(5,691,498)

46,696,250

192,133

264,688

(6,619,681)

(23,855,701)

(2,998,306)

 美元 2013 美元 2014

税前盈利

房地产及设备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利息收入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股利收入

公允价值收益：按公允值计入损益的投资

出售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收益

结欠最终控股公司款项变动 –  (2,378,853)

再保险合约应付款项变动 74,988,111  34,021,693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变动 88,152,736  52,267,119

再保险贷方变动 45,483,307  11,136,069

预付款、按金及其他应收款项变动 (5,843,196)  (1,772,419)

递延获取成本变动 (18,726,879)  (9,567,818)

再保险应收款项变动 (126,701,187)  (55,984,699)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负债变动 391,653  1,944,482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9,807,149  10,669,098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购买房地产及设备 (55,004) (57,863)

投资活动使用现金流量净额 (47,476,976) (406,101,646)

购买无形资产 (145,289) (7,708)

已收利息 16,452,100 6,515,745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股利收入 5,687,768 1,532,399

购买可供出售投资付款 (162,395,010) (237,759,316)

购买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投资的付款 (268,598,767) (263,538,190)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的所得款项 96,434,473  – 

出售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投资的所得款项 265,142,753 87,213,287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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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34,473

265,142,753

(268,598,767)

(47,476,976)

16,452,100

5,687,768

(55,004)

(145,289)

(162,395,010)

– 

74,988,111

88,152,736

45,483,307

(5,843,196)

(18,726,879)

(126,701,187)

391,653

49,807,149

(8,829,956)

104,435,196

171,474

239,207

  
(1,621,372)

(74,932,011)

(38,459,014)

– 

(2,378,853)

(263,538,190)

– 

87,213,287

(406,101,646)

34,021,693

52,267,119

11,136,069

(1,772,419)

(9,567,818)

(55,984,699)

1,944,482

10,669,098

(57,863)

(7,708)

6,515,745

1,532,399

(237,759,316)

经营活动

(15,925,281)

(5,691,498)

46,696,250

192,133

264,688

(6,619,681)

(23,855,701)

(2,998,306)

 美元2013美元  2014

税前盈利/（亏损）

房地产及设备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利息收入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股利收入

公允价值收益：按公允值计入损益的投资

出售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收益

结欠最终控股公司款项变动

再保险合约应付款项变动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变动

再保险贷方变动

其他应收款项变动

递延获取成本变动

再保险应收款项变动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负债变动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购买房地产及设备

购买无形资产

已收利息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投资股利收入

购买可供出售投资付款

购买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投资的付款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的所得款项

出售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投资的所得款项

投资活动使用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美元 2013 美元 2014

现金及现金等价项目增加╱（减少）净额
 
年初现金及银行结存
 
年末现金及银行结存
 
现金及现金等值项目结存分析

现金及银行结存

154,577,470

2,330,173

156,907,643

156,907,643

550,010,018

(395,432,548)

154,577,470

154,577,470

業務組合 U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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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30.0%

12.5%

9.7%

0.2%
2.0%
1.7%

4.6% 2.2%

12.1%

22.9%

1.3%
8.2%

33.4%

0.2%

7.4%

7.7%

澳纽
亚洲
欧洲
大中华
印度次大陆

日本
韩国
中东

东南亚
北美

农险
责任险
信用和保证保险
工程保险

车险
财产险

水险



我們很高興向大家報告鼎睿第二年運營業績。2014年，公

司在邁向致力成為公認的領先亞洲的全球再保險專營企業

的道路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業務表現

毛承保保費收入擴大至288.1百萬美元，按年增加近3倍。

稅後盈利達41.6百萬美元，並將全數留存，從而進一步提

高了我們截至2014年底達688.4百萬美元的股東權益。此

外，在投資收入方面，與上一年度123.8百萬美元的卓越佳

績相比，2014年也獲得55.6百萬美元的穩健成績。公司的

可投資資產為781.5百萬美元，總投資收益率達7.6%。鼎

睿的投資組合採用內部管理方式，包括現金和公開上市的

債券及股票。

我們還要特別自豪地向大家報告，我們的技術綜合成本率

在2014年顯著改善至92.2%。這一成就證明瞭我們對追求

卓越技術成本和盈利能力的承諾。

我們的業務不僅在規模方面不斷增長，而且也更趨多樣

化。除了在亞洲主要市場繼續擴大佔有率之外，我們還成

功地在報告年度期間開拓了國際業務，並且獲得了不錯的

盈利，其中EMEA（歐洲、中東和非洲）以及美洲地區保

費約佔總保費收入的20%。

除了提高業務的地域均衡性，我們還為改善業務多樣化奠

定了基礎：2014年6月，鼎睿獲得了香港保險業監理處發

出承保長期再保險業務之牌照。這使得我們公司成為亞太

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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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報告期內，我們亦開始承保信用險和保

證保險業務，這為我們帶來了顯著的增長潛力，因為我們

的市場將繼續保有強勁的經濟增長，貿易關係也將得以加

強，同時，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也將陸續啓動。

鼎睿的快速發展並沒有，也不會以犧牲我們精簡而嚴謹的

公司結構為代價，而我們的員工也將以香港為根據地。隨

著鼎睿的業務以令人矚目的高速增長，同時有效地控製成

本，我們的行政成本比率相應地從28.5%降至9%。我們將

繼續爭取降低比率，因此，我們有信心，鼎睿將於2015年

實現更低的總綜合成本率, 除非發生任何不可預見的自然災

害和資本市場事件。

市場環境

從鼎睿的角度來看，2014年的營商環境以動態和良性為

特點。由於我們的業務主要集中在亞洲多個高速增長的市

場，而它們在全球經濟增長中佔到幾乎40%的比例，因此

我們也獲得不俗的業績。中國繼續保持強勁擴張勢頭，同

時在調整繁榮經濟平衡及軟著陸方面也取得進展。與拉丁

美洲的同類市場相比，亞洲地區的其他新興市場也顯示了

較強的韌性。

然而，再保險市場仍然處於一個複雜的環境之中。一方

面，區內的需求持續迅速增長，甚至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

度。而另一方面，亞洲無法擺脫全球承保能力過剩的影

響，非傳統資金來源的增長也加劇了這種情況。越來越多

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再保險公司正在進軍亞洲，這不僅是由

於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動力，也是因為這些再保險公司的

所在國普遍存在市場飽和與利潤蒸發等現象。自然而然

地，這將造成費率減少和條款及條件放鬆的後果。在此背

景下，我們很高興地宣佈，我們已經成功提高了技術成

果，並大幅增長了保費收益。

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致辭

汪群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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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擴大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市場和具有

吸引力的國際市場的業務營收。這也適用於在東北亞和東

南亞擁有巨大機會的壽險業務。作為中期目標，我們決心

將這一細分業務發展成為鼎睿強有力的第二大支柱，同時

充分利用一個有利條件，即我們的大本營香港是亞洲地區

當之無愧的人壽再保險中心。

隨著我們繼續建立區域和全球的品牌及業務，我們也將尋

求各種並購機會，並進一步加大我們在專利風險管理能力

方面的投資。

作為我們的投資者，復星集團和國際金融公司均通過幫助

獲得潛在的商業機會和分享特定市場的專業知識，積極支

持鼎睿的發展戰略。就我們的主要投資者復星集團來說，

我們也能從他們在全球保險市場不斷獲得的認可以及強健

的資產管理分析能力中受益。

我們想借此機會感謝我們的股東、董事會、客戶、經紀人

和商業夥伴，謝謝大家對鼎睿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們特別

要感謝所有工作人員，正是由於各位的不懈努力以及對我

們的願景和價值觀的堅定承諾，才最終使我們取得了今天

的輝煌成就。

汪群斌
董事長

韓潤南 
首席執行官

韓潤南，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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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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非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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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集團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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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企業商會」授予的「亞太傑出企業家獎」、

世界經濟論壇2009年「全球青年領袖」稱號、「亞洲最佳

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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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非執行董事

李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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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保險投資部總經理兼保險集團副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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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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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成員

鼎睿 2014年年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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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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一直擔任該集團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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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市場》雜誌「2014年全球投資及銀行領域

最具影響力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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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韓潤南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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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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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鼎睿再保險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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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其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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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執行董事

康嵐女士現任鼎睿再保險的非執行董事，是復星集團的副

總裁兼首席人力資源官。

在加入復星前，康女士在光輝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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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亦曾在麥肯錫

公司大中華區從事管理咨詢工作。在此之前，康女士在美

國學習和工作了9年，於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及美國

家庭產品公司 (現為輝瑞制藥的一部份) 從事生物醫藥方面

的研究工作。

康女士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以優異成績取得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亦擁有浙江大學科學學士以及美國

杜蘭大學科學碩士學位。

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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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求平  
非執行董事

段求平先生現任鼎睿再保險公司董事，是復星集團總裁高

級助理兼復保險集團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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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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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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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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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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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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負責超過一百億美元的債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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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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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智奇  
獨立非執行董事

    11

歐陽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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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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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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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其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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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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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

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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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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克勤  
首席核保官

羅克勤先生為鼎睿再保險的首席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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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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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安琪女士
總監 人壽及健康險 

顧安琪女士為鼎睿人壽及健康險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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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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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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里程碑

提高市場參與度 

2014年，公司繼續在亞太區內各個市場獲得鼓舞人心的

認可。為了提升我們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業務，鼎睿與

MacquarRe建立合作關係，MacquarRe將幫助我們增強與

這兩個重要市場內現有和潛在客戶的關係。此外，鼎睿在

本年度成功進軍亞洲以外的市場（歐洲、中東和非洲，以

及美洲）。例如，鼎睿攜手位於倫敦的Pioneer Cat，發展

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客戶關係和業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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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產品範圍

鼎睿通過增強人壽以及信用和保證再保險的承保能力，擴

大了產品範圍。公司於6月獲得承保長期再保險業務的牌

照。這令我們成為少數立足本地的全球綜合再保險商之

一。

國際評級機構貝氏國際評級公司

肯定鼎睿財務實力評級 

為肯定鼎睿在承保和投資管理方面有著穩定、積極的發

展，而且成功拓展歐洲、中東和非洲以及美洲市場。因

此，貝氏國際評級公司於2014年12月再次確認鼎睿「A-」

（卓越）評級，前景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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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

2014年，鼎睿於建立全球化、多險種再保險公司的目標上

穩步邁進、成果顯著，並在亞太地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僅在第二個業務年度，鼎睿即首次實現14.9百萬美元的技

術承保利潤，總承保保費增至三倍，達2.881億美元。與

此同時，費用率降低近20個百分點，至9%。稅後利潤達

41.6百萬美元。鼎睿積極開拓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以及

美洲地區是驅使公司在2014年取得可喜的承保業績的原因

之一。此外，2014年公司致力於提升信用和保證保險以

及人壽再保險能力，為進一步提供多元化業務組合（將於

2015年開始生效）鋪平了道路。

市場環境

全球再保險市場的特點仍是充斥大量資本，且遠超當前

所需。據再保險咨詢機構怡安奔福 (Aon Benfield) 統計，

截至2014年底，全球再保險資本再增6%，達到創紀錄的

5750億美元。其中另類資本佔11%，合640億美元，同樣

創下歷史新高。原保險人資金持續上漲，增幅為6%，至

4.2萬億美元。

分保人繼續合理化購置再保險業務，以增加淨收入。成熟

市場上尤為如此，這些市場的保險公司正面臨壓力，需設

法縮減成本或彌補疲弱的投保需求。另外，據保險經紀公

司佳達 (Guy Carpenter) 統計，2014年又是一個災情溫和

的年份，保險損失為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結果是，再保

險費率在下降，而條款與條件也有所寬松。

鼎睿80%承保業務的來源地——亞太地區，也不例外。然

而，與成熟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太地區仍享有一

定的健康經濟增長。此外，新興保險市場的保險滲透率較

低，蘊含迎頭追趕的極大潛力。例如，中國與印度尼西亞

的保費分別僅佔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0%和2.1%，

均低於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因此，隨著全球再保險公司將

承保能力從美國財產險與巨災險等轉移至亞洲市場，亞太

地區將繼續吸引全球日益增長的承保能力，並受到新興另

類資本出現的間接影響。

業績出色

2014年，鼎睿的總承保保費為2.881億美元，較上年的

1.032億美元增加180%。淨承保保費以188%的更快速度

增長，從2013年的97.0百萬美元增至2014年的2.797億美

元。業務增長得益於鼎睿在亞太本土市場的日益發展，以

及其多元化戰略成功打入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以及美洲

的再保險市場。

在成立後短短兩年時間內，鼎睿取得了令人可喜的14.9

百萬美元技術承保利潤，對比在2013年出現輕微的損

失。2014年，技術性綜合賠付率實現顯著改善至92.2%。

業務概覽

總承保保費2.88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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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全球還是從地區來看，2014年的損失都較為溫和，

這也助推進出色的承保業績。鼎睿記錄到重大自然災害事

件僅有兩起：一起是2014年7月襲擊中國南部及菲律賓的

超強颱風威馬遜，另一起是2014年初的日本雪災。這兩起

災害事件對鼎睿的承保成績影響甚微。然而，多起重大暴

風雨事件，包括兩場只相距一周而先後襲擊日本的風暴，

雖未造成重大損害，卻給整個亞太地區敲響了及時警鐘，

應當警惕可能面臨的嚴重損失。

隨著公司擴大規模並不斷向精益敏銳的再保險公司發

展，2014年鼎睿的費用率大幅降低約20個百分點，至9%。

公司立志進一步降低費用率，與再保險業最具競爭力的企

業保持同等水平。按絕對價值計算，對比180%的總承保

保費增長，鼎睿的管理費用率從13.2百萬美元增至17.2百

萬美元，上漲30%。隨著鼎睿致力於進一步在市場上增強

專業技能、專門知識、業務範圍及細分客戶，公司成本也

進一步增加，部分原因在於員工隊伍的擴大，截至2014年

年底，公司已擁有47名員工，均駐守香港。

隨著保費的增長，鼎睿的可投資資產組合亦從2013年的

6.79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7.815億美元，增幅15%。2014

年，鼎睿的投資效益為55.6百萬美元，相當於7.6%的優異

總投資回報。在當前的起步階段，鼎睿根據長期的價值驅

動投資戰略來內部管理其資產，使其股權風險略高於平均

水平。

從長遠來看，鼎睿預計其定息收益與公開發行的債券組合

均將穩步擴大份額。對於支撐鼎睿債務的資產，將嚴格按

照有效的資產負債管理要求進行投資。在2014年，鼎睿首

次在日本進行房地產投資，這符合公司在該國不斷發展承

保業務的需求。

雖然低於上年度得益於卓越的投資成果的1.029億美元，但

2014年鼎睿的稅後利潤仍達到41.6百萬美元。根據股東的

長期增長與發展戰略，鼎睿將保留其前五個業務年度的收

益，之後才開始支付股息。因此，其淨收入將分配至股東

權益。截至2014年底，股東權益從2013年的6.527億美元

增至6.884億美元。

稅後利潤41.6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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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市場範圍

2014年，鼎睿的客戶數量從87增至175。與此同時，我們

也在更多國家開展業務。截至當年年底，鼎睿業務遍及的

市場數量從17增至30。客戶群體的擴大，不僅體現出鼎睿

的多元化戰略，也反映其作為長期多險種解決方案供應商

正快速得到更多的認可與賞識。2014年，鼎睿的新增業務

大部分來自於為現有客戶承保更大份額的合約，展示出他

們對鼎睿未來發展的信念與信心。

在業務組合方面，大中華區是鼎睿的第二大單一市場，在

2014承保年度，該區業務份額從21.6%略增至22.9%。報

告期間，韓國仍是鼎睿的最大市場。不過，隨著我們成功

開拓了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市場以及美洲市場，韓國業

務的佔比從48.1%降至33.4%。同樣地，源自日本的業務

佔比從13.6%降至8.2%；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業務佔比從

7.2%降至4.6%；東南亞的業務佔比從9.2%降至7.7%。僅

在開拓非亞洲市場的第一年內，鼎睿在歐洲、中東和非洲

地區市場的承保業務就已經佔據其總承保保費的12.3%，

美洲市場佔7.4%。

2014年，鼎睿也通過增強信用和保證保險以及人壽再保險

的承保能力，進一步推動了產品多元化。到2014年底，財

產險再保險業務仍佔總業務組合的43.9%，車險次之，其

佔比降低逾10個百分點，至30.0%。2014年，公司的農險

業務佔比從5.4%增值12.5%，而意外傷害險從不到3%增

至近10%。 

业务概览

技術性綜合賠付率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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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5年，鼎睿開局良好。在1月的主要續保季，公司已能

夠全面提高其在亞太、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以及美洲地

區的市場份額。因此，公司期望在2015年進一步擴展業務

範圍，同時相應減少費用率。

不過鼎睿也注意到，更多的過剩資本正在湧入亞洲市場，

尤其是中國市場，提前於即將於2016年實施新的監管框

架——《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整體框架》   

（「償二代」）。由於中國的保險滲透空間大、經濟增長

持續，且政府決心進一步推動保險業發展，因此中國將繼

續吸引再保險承保能力。憑借植根香港的背景與擁有中國

投資者的基礎，鼎睿深信佔據著有利位置。我們也相信，

借助在人壽與健康再保險方面的成熟能力，我們能夠滿足

中國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需求。

2015年接下來，鼎睿將繼續擴大其全球業務，包括服務

的地理範圍和提供的產品範疇。為加快實現目標，今年在

歐洲設立分支辦事處將不失為一個選擇。其它機遇包括因

並購帶來的外在增長。鑒於當前承保能力過剩以及費率下

降，許多再保險公司都在尋求合作夥伴，以期擴大規模、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市場覆蓋:  

30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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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睿採取的其他主要風險控制措施包括：

	 採用風險累計追蹤工具，覆蓋財產險、農險、水險、人 

 身意外、信用和人壽健康業務；

 憑借綜合轉分保項目來降低巨災風險；

 通過客戶選擇、產品知識和風險量化三管齊下開展承保 

 業務，所有因素考慮周全並公開透明。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鼎睿將風險管理視為不可或缺的業務

指導和促進工具。比如，憑借完善的內部經濟資本模型，

鼎睿在資本配置、定價和產品開發方面可以做出更明智

的決策。強大專有的分析能力，結合現代化信息平台，

使鼎睿能夠開展場景測試，這是未來監管環境的一個核

心元素，無論是歐盟即將實施的《償付能力監管標準II》

(Solvency II) 制度，還是鼎睿的亞太核心市場，場景測試

均是重點。根據場景測試，鼎睿清楚認識到自身現在與未

來面臨的風險，以及承受這些風險需要的資本。對鼎睿而

言，場景測試不應該只是為合規準備的文件，更是支撐公

司內部決策過程以及呈報董事會的關鍵報告要素。它描述

了風險在受壓條件下如何得到量化和管理。此外，場景測

試為管理層和董事會提供了預期償付能力評估，這是中期

業務規劃和長期戰略發展的關鍵參數。

風險管理

對於鼎睿這樣快速發展的再保險公司而言，具備高效穩健

的風險管理框架至關重要，同時也是業務經營健康可持續

發展的前提。鼎睿在業務組合和地域上持續實現多元化，

因此需要一套先進的風險管理方法，不僅能夠識別、管理

和控制風險，還可以幫助制定包括定價和資本配置在內的

戰略決策。

鼎睿的風險管理始於董事會，他們制定鼎睿的整體風險偏

好和承受能力。在此基礎上，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對管

理指導方針和策略提出意見，並審核承保、投資和營運風

險的分項報告。

鼎睿的風險管理方法基於公司制定的「風險圖」及其三個

關鍵組成部分：資產風險、責任風險與業務風險，以及項

下的信用、市場、承保、準備金、營運和戰略等分類風

險。公司會根據資產負債表，對資產和負債給於同等關

注，在此基礎上對這些風險進行全面管理。

自然災害依舊是鼎睿面臨的最大單一風險。對於洪水、地

震和颱風等主要自然災害，鼎睿根據授權供應商模型和內

部研究，設定了相關場景，並定義了「風險籃子」。目

前，意外事故風險對鼎睿的影響有限，但隨著公司在全球

多元化發展，以及謹慎增加其對定價誘人的長尾災害風險

敞口，這項風險變得越來越重要。由此，公司更加重視監

控相關風險因素，例如法律變更、訴訟趨勢和（醫療）通

脹。

風險管理及企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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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治理

鼎睿的董事會由6位非執行董事、2位獨立董事和1位執行

董事組成。儘管企業治理責任最終取決於董事會及各個委

員會——審計委員會、投資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和提

名及薪酬委員會，但是日常實踐仍依賴於管理層和全體員

工。因此，公司制定了《行為守則》、《社會和環境責任

指導》以及《反洗錢政策》，旨在為全體員工提供必要的

指引。

行為守則

公司實施的《行為守則》反映了鼎睿在日常經營中應用

的法律和道德合規標準。該准則適用於全體員工，包括

管理機構成員、非正式員工以及代表鼎睿行事的代表。

每位員工必須遵守該准則，維護鼎睿的聲譽。

鼎睿致力於提供公平的工作環境，對於任何形式的歧視

和騷擾採取零容忍態度。公司也希望全體員工堅持以誠

實、透明地的方式經商，禁止一切形式的賄賂和腐敗。

社會和環境責任指引

鼎睿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為有助於社會和環境發展制定

了多項政策和指導方針。我們的商業決策是按照國際環

境和道德准則、標準和規定而做出的。

鼎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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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全職員工都需要完成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和社會

績效管理」在線課程，確保在公司的日常經營中對社會

和環境標準具有一致的理解與應用。

鼎睿成功地制定了符合國際金融公司排除清單的承保和

投資指南及程序，使公司在承保和投資業務時能識別和

追蹤不符合社會和環境標準的企業，並且確保我們不會

為違反社會和環境標準的企業提供任何再保險服務。

基於我們社會和環境框架內指定的標準，我們在做出承

保決策之前會仔細審核每項再保險合約業務。此外，鼎

睿還會密切監控投資組合，確保公司各個投資項目符合

國際金融公司排除清單。

為了證明我們對社會和環境發展的承諾，鼎睿於2014

年1月成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機構 (UNEP FI) 

可持續保險原則項目 (PSI) 下的簽署公司。

反洗錢政策

我們制定了相關的《反洗錢政策》，規定了鼎睿及其全

體員工內部程序的關鍵原則，以遵守國際和香港反洗錢

與反恐融資的法律法規要求。

該政策明確概述了鼎睿的內部客戶盡職調查流程，旨在

遵守國家、分保公司和保險經紀人層面的反洗錢與反恐

融資准則。公司及時維護由聯合國、香港保險業監理處

以及其他主管當局發佈的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名單數據

庫。鼎睿採取風險為本的客戶盡職調查方法，並進行持

續監控。 

每位員工需要完成反洗錢政策培訓，以確保對該主題擁

有相同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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