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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本公司及子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及服務，主要着力於開展保險、銀行、資產管理及科技業

務。2021年，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主要客戶
回顧2021年，來自本集團前五大客戶的營業收入佔當年營業收入的比例少於1%。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及利潤分配方案的執行情況
現金分紅政策

根據《公司章程》第二百一十六條，公司的利潤分配應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利潤分配政策應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在公司實現的年度可分配利潤（即公司彌補虧損、提取公積金後所餘的稅後利潤）為正值並且符合屆時法律法規和監管機構對

償付能力充足率規定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應不少於公司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

之三十。具體的現金分紅比例將綜合考慮公司的盈利、現金流和償付能力等情況，根據公司的經營和業務發展需要，由公司董

事會制訂分配方案並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實施。

董事會在制訂利潤分配方案時，應通過多種方式充分聽取和吸收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獨立董事、外部監事的意見和建

議。公司獨立董事還應對利潤分配方案發表獨立意見。股東大會對現金分紅具體方案進行審議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主動與股

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通和交流，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求，並及時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因國家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頒佈新的規定或公司外部經營環境、自身經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需調

整利潤分配政策的，應以保護股東利益為出發點，嚴格履行決策程序，由董事會根據公司經營狀況和中國證監會的相關規定擬

定變動方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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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分配方案的執行情況

本公司2020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於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上審議通過，即以實際參與分配的股份數18,210,234,607股為基數（已

扣除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中的本公司A股股份），向股東派發公司2020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派發現金股息人民幣1.40元（含稅），

共計人民幣25,494,328,449.80元（含稅）。

公司2021年中期利潤分配方案已於2021年8月26日召開的第十二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即以實際參與分配的股份數

18,153,356,333股為基數（已扣除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中的本公司A股股份），向股東派發公司2021年中期股息，每股派發現金股

息人民幣0.88元（含稅），共計人民幣15,974,953,573.04元（含稅）。

上述利潤分配方案的決策程序和機制完備、分紅標準和比例明確且清晰，符合《公司章程》及相關審議程序的規定，充分保護

了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並已經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同意的獨立意見。上述利潤分配方案均已實施完畢。

年度業績及利潤分配
本集團2021年業績載於「財務報表」部分。

集團2021年經審計的中國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財務報表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1,016.18億元，母公

司淨利潤為人民幣297.31億元。根據《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規定，公司在確定可供股東分配的利潤額時，應當按照母公司中

國會計準則財務報表淨利潤的百分之十提取法定盈餘公積，同時規定，法定盈餘公積累計額為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的，可以不再提取。經過上述利潤分配，並結轉上年度未分配利潤後，根據《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規定，按中國會計準則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母公司財務報表的未分配利潤孰低確定公司可供股東分配利潤為人民幣1,088.54億元。

公司2021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現金人民幣0.88元（含稅），共計人民幣15,974,953,573.04元（含稅）。公司董事會建議，向本公

司股東派發公司2021年末期股息每股現金人民幣1.50元（含稅）。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7號——回購

股份》等有關規定，截至本次末期股息派發A股股東股權登記日收市後，本公司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上的本公司A股股份不參與

本次末期股息派發。本次末期股息派發的實際總額將以本次股息派發A股股東股權登記日有權參與總股數為準計算，若根據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總股本18,280,241,410股扣除本公司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上的本公司A股股份147,771,893股計算，

2021年末期股息派發總額為人民幣27,198,704,275.50元（含稅）。本次末期股息派發對集團償付能力充足率無重大影響，股息派

發後集團償付能力充足率符合監管要求。公司其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2022年度，公司未分配利潤主要作為內生資本留存，以

維持合理的償付能力充足率水平，並用於向下屬子公司注資，支持下屬子公司業務發展以獲得穩健的股東回報，同時維持子公

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或資本充足率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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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預案尚待公司2021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有關利潤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及相關審議程序的規定，2021年

全年現金分紅水平略高於公司已制定的股東回報規劃，但保持了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充分保護了包括中小投資者

在內的全體股東的合法權益，並已經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同意的獨立意見。

公司近三年分紅情況詳見「流動性及資本資源」部分。

可供分配儲備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可供分配儲備為人民幣1,088.54億元，公司已建議分配2021年末期股息，每股現金人民幣1.50

元（含稅）。扣除2021年末期股息，可供分配儲備剩餘部分全部結轉至2022年度。此外，本公司的資本公積金及盈餘公積為人

民幣1,409.01億元，於日後資本發行時可供分配。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本公司於2014年12月8日根據一般性授權配發及發行的594,056,000股新H股，募集資金總額為港幣36,831,472,000元。2021

年投入募集資金港幣3,981,742,342.12元，其中人民幣1,950,260,000.00元用於對子公司的增資（公司已完成出資，尚待監管

審批），剩餘資金用於補充公司營運資金。2021年募集資金投入符合公司先前披露的預計使用用途（即發展本公司主營業

務、補充本公司資本金及營運資金）。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資金總額已全部投入使用，募集資金專用賬戶餘額港幣

116,179,628.19元為募集資金產生的利息收入及滙兌損益。公司計劃在一年內根據上述預計用途使用該款項，按照公司業務策

略及實際情況調整具體時間表。2021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詳情如下 ：

募集資金總額
於2021年1月1日尚未

投入使用的募集資金餘額 上述募集資金的預期用途
報告期內投入使用的

募集資金總額
於2021年12月31日

募集資金專用賬戶的餘額
募集資金專用賬戶餘額的
使用時間計劃

港幣36,831,472,000元 港幣3,981,742,342.12元 發展本公司主營業務、補充
 本公司資本金及營運資金

港幣
3,981,742,342.12元

港幣
116,179,628.19元

公司計劃在一年內根據上述預
 計用途使用該款項，按照公司
 業務策略及實際情況調整具體
 時間表

股本
2021年本公司的股本變動情況以及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股本結構載列於「股本變動及股東情況」部分。

固定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
本集團於2021年內的固定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變動詳情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4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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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認股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或《公司章程》並無有關優先認股權的規定，以要求本公司按現時股權的比例向其現有股東發行新股

份。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基於對公司持續發展的信心和內在投資價值的認可，為維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進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長效激勵機制，為股東

創造長遠持續的價值，本公司於2021年8月26日召開第十二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審議回購公司股份的議案》

（「本次回購」）。本次回購資金總額為不低於人民幣50億元且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均包含本數），按照回購資金上限人民幣

100億元、回購A股股份價格上限人民幣82.56元╱股測算，公司本次回購A股股份數量為121,124,031股，約佔公司目前總股本

18,280,241,410股的0.66%。本次回購的期限為自本次回購方案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不超過12個月。於2021年度內，

本公司本次回購通過上交所交易系統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累計回購77,765,090股本公司A股股份，佔本公司總股本的比例為

0.42541%，已支付的資金總額合計人民幣3,899,441,135.30元（不含交易費用）╱3,900,104,053.43元（含交易費用），最低成交價

格為人民幣48.18元╱股，最高成交價格為人民幣51.96元╱股。本次回購的A股股份將全部用於本公司員工持股計劃，包括但

不限於本公司股東大會已審議通過的長期服務計劃。本公司於2021年度內回購A股股份的每月報告如下 ：

月份
回購數量

（股）
每股最高成交價

（元）
每股最低成交價

（元）
資金總額

（元，不含交易費用）

2021年8月 33,165,822 51.96 48.89 1,659,293,682.20

2021年9月 23,712,452 51.65 48.38 1,207,214,878.86

2021年10月 6,005,000 50.23 49.26 299,953,310.00

2021年11月 14,881,816 50.09 48.18 732,979,264.24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足夠公眾持股量
據本公司從公開途徑所得數據及據董事於本報告刊發前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2022年3月17日）所知，於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止年度任何時間內，本公司不少於20%的已發行股本（即本公司股份適用的最低公眾持股量）一直由公眾持有。

董事及監事的服務合約及薪酬
本公司與全體在任董事和監事訂立了服務合約。截至2021年12月31日，概無董事或監事與本公司或子公司訂立如本公司於一

年內終止合約需支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服務合約。

董事及監事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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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於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權益
董事或監事或與董事或監事有關連的實體於2021年內在對本集團業務為重要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本公司或任何子公司為其訂

約方）中並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的權利
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他們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2021年內任何時間都沒有獲授權通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或行使該等權利，而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於2021年內並未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各董事或監事於其他法人團體取得該

等權利。

董事及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據本公司董事所確知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概不存在任何業務競爭利益，不可能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

許可彌償條文
報告期間內以及直至本報告刊發日，本公司已就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可能面對因企業活動產生的法律訴訟，作適當的投保安

排，且該投保安排已經生效。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64。

審計師
根據公司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司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分別擔任公司2021

年度中國會計準則財務報告審計機構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審計機構，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

任本公司內部控制審計師。

對外投資總體分析
本公司作為綜合性金融集團，投資業務是本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本公司投資主要是保險資金投資形成，保險資金的運用受相

關法律法規的限制。本公司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情況請參閱「主要業務經營分析」部分。

重大股權投資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重大股權投資。

重大非股權投資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重大非股權投資。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本公司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載於財務報表附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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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資產和股權出售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重大資產和股權出售。

有關附屬公司、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和出售

本公司於2021年1月29日、2021年4月30日分別發佈公告，提及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代表珠海國資）、本公司、深圳市特發

集團有限公司組成的聯合體將參與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北大方正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北大醫療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北

大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方正產業控股有限公司（合稱「重整主體」）實質合併重整（「方正集團重整」）。平安壽險代表本公司參與

方正集團重整並已簽署方正集團重整之重整投資協議（「《重整投資協議》」）。

2021年7月5日，本公司公告提及以《重整投資協議》為基礎制定的《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重整計劃（草案）》已經

重整主體召開的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並於2021年6月28日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書依法批准並生效。

2022年1月31日，本公司公告提及平安壽險已於2022年1月30日收到《中國銀保監會關於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權

投資新方正集團的批復》（銀保監復[2022]81號），中國銀保監會同意平安壽險投資新方正集團。平安壽險已滿足了參與方正集

團重整的基本條件，其將與各方積極推進《重整投資協議》及重整計劃約定的各項後續工作。

詳細內容請查閱本公司刊登於上交所網站(www.sse.com.cn)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的相關公告。

公司主要控股和參股公司情況
本公司主要控股公司和主要參股公司情況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1)及附註31。

公司控制的結構化主體情況
公司控制的結構化主體情況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2)。

關連交易管理
就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中不時修訂的披露要求。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根據

《聯交所上市規則》須予披露的關連交易事項。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根據編制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準則所

述的關聯方交易的數據載於財務報表附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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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股計劃的實施情況
核心人員持股計劃

經本公司2014年10月28日召開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2015年2月5日召開的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

公司自2015年起開始實施核心人員持股計劃。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參與對象為包括公司董事、職工代表監事和高級管理

人員在內的平安集團及其附屬子公司的核心關鍵人員，資金來源為員工的合法收入及業績獎金額度。

截至報告期末，此項計劃共實施七期，其中2015年至2017年三期已全部解禁完畢，2018年至2021年四期詳情如下 ：

2018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1,296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9,666,900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592,698,901.19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053%。於報告期內，本期持股計劃解禁三分之一並分批歸屬，可歸屬員工1,043人，另有133名員

工不符合歸屬條件，收回股票315,704股。本期持股計劃已全部解禁完畢。

2019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1,267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8,078,395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588,197,823.00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044%。於報告期內，本期持股計劃解禁三分之一並分批歸屬，可歸屬員工1,077人，另有130名員

工不符合歸屬條件，收回股票604,835股。

2020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1,522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7,955,730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638,032,305.75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044%。於報告期內，本期持股計劃解禁三分之一並分批歸屬，可歸屬員工1,298人，另有224名員

工不符合歸屬條件，收回股票727,801股。

2021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1,754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9,162,837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670,258,495.86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050%，購股詳情參見本公司於2021年4月30日及2021年5月6日披露於聯交所、上交所網站的《關

於2021年度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完成股票購買的公告》。於報告期內，未實施2021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股份權益變動。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管理機構未發生變更。

截至報告期末，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0,983,759股，佔公司總股本的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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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計劃

經本公司2018年10月29日召開的第十一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2018年12月14日召開的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

本公司自2019年起開始實施長期服務計劃。本公司長期服務計劃參與對象為包括公司董事、職工代表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

內的平安集團及其附屬子公司的員工，資金來源為員工應付薪酬額度。

截至報告期末，此項計劃共實施三期 ：

2019年長期服務計劃共31,026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54,294,720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4,296,112,202.60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297%。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19名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

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2,723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收回股票5,901,602股。

2020年長期服務計劃共32,022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49,759,305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3,988,648,517.41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272%。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11名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

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3,367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收回股票6,098,447股。

2021年長期服務計劃共90,960人參與，共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57,368,981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4,184,093,674.69元（含費

用），佔當時公司總股本的0.314%，購股詳情參見本公司2021年4月30日及2021年5月6日披露於聯交所、上交所網站的《關

於2021年度長期服務計劃完成股票購買的公告》。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6名員工符合歸

屬條件並提出歸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7,607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收回股票

4,666,872股。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長期服務計劃的管理機構未發生變更。

截至報告期末，長期服務計劃共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61,376,466股，佔公司總股本的0.883%。

自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及長期服務計劃實施以來，公司經營穩健，股東、公司和員工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為進一步完善公司的

治理結構，建立健全公司長期激勵和約束機制，促進公司長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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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權激勵的實施情況及其影響
報告期內公司沒有實施以本公司股票為目標的股權激勵。

汽車之家經修訂和重述的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2017年6月16日召開的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其中涉及向汽車之家的董事、顧問和員工

授予期權（「汽車之家期權」）以認購汽車之家A類普通股（按照2021年2月5日生效的股份重新指定，已重新指定並與汽車之家B

類普通股合併為單一類別普通股（「汽車之家股份」））以及限制性股份或受限股份單位和股票增值權。

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之目的為就有關人士的優秀表現提供激勵，為汽車之家的股東帶來卓越回報。汽車之家2016年

股份激勵計劃亦旨在為汽車之家激勵、吸引、留住董事、員工和顧問提供靈活性，因為汽車之家的成功運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上述人士的判斷、利益和特別努力。

根據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的條款，汽車之家董事會或經其授權的薪酬委員會（「汽車之家委員會」）可根據符合資格人

士（包括汽車之家的員工、顧問及全體董事）過往、目前及預期對汽車之家及╱或其相關實體的付出及貢獻，向彼等授予汽車

之家激勵權益。

截至2017年6月16日，即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之日，除非通過汽車之家和本公司股東大會另行批

准來增加限額，所有根據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以及任何其他汽車之家股份期權計劃將予授出的汽車之家期權獲行使

後可發行的汽車之家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汽車之家在股東大會批准之時已經發行和流通的股份的10%。根據汽車之家2016

年股份激勵計劃可予發行的汽車之家股份最多為19,560,000股（反映2021年2月5日生效的1比4股份拆分），約佔2021年12月31

日汽車之家已發行和流通的股份數量的3.87%。除非汽車之家及本公司股東以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所載方式批准，否

則授予日（含當日）前任何12個月期間，已授予及將授予任何參與人的汽車之家期權（包括已行使和尚未行使的汽車之家期權）

全部行使後已發行及將發行的汽車之家股份總數，不應當超過截至授予日為止汽車之家所有已發行和流通的股份數量的1%。

每股汽家之家股份的汽車之家期權行使價格由汽車之家委員會決定並在授權協議中列明，且在適用法律不禁止的情況下，該價

格可為與汽車之家股份的公平市值有關的固定或可變價格。汽車之家作為一家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且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二次

上市的公司，分別按照美國和香港相關監管規定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年度財務報告並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網站上隨年度

報告發佈年度財務報告。基於信息一致性的考慮，本公司亦不於此披露報告期內授出的汽車之家期權價值以及相關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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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之家委員會可酌情設定行使汽車之家期權所附帶的認購權之前必須持有汽車之家期權或任何部分期權的最短期限。汽車之

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將於生效日起屆滿十周年當日到期，即2027年3月21日。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汽車之家2016年股份激勵計劃中有關行使汽車之家期權的情況如下 ：

期權數目

參與人類別 行使期
行使價（每股汽車
之家股份，美元）

於2021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報告

期內授出
報告

期內失效
報告

期內行使

於2021年
12月31日
尚未行使

僱員 自授予之日起

 計不超過10年

5.55-24.61 1,914,248 1,540,480 921,084 445,132 2,088,512

上海家化2018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上海家化股份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2018年5月23日召開的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上海家化股份激勵計劃，其中涉及向指定參與人或以其為受益人授予期權

（「上海家化期權」）以認購上海家化普通股（「上海家化股份」）。因在約定期間內未滿足股票期權的行權條件，上海家化於報告

期內召開董事會審議通過了註銷相關股票期權事宜。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家化股份激勵計劃中有關行使上海家化期權的詳情及變動情況如下 ：

期權數目

參與人類別 行使期

行使價（每股上海
家化股份，
人民幣元）

於2021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報告

期內授出
報告

期內失效
報告

期內行使

於2021年
12月31日
尚未行使

僱員 已註銷 無 2,205,000 – 2,205,000 – –

有關上海家化期權價值以及相關會計政策詳情可參閱上海家化於2018年7月25日在上交所網站(www.sse.com.cn)發佈的公

告。有關上海家化期權註銷詳情可參閱上海家化於2020年4月23日、2021年2月3日在上交所網站(www.sse.com.cn)發佈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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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況
擔保情況

（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和子公司對外擔保情況（不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報告期內對外擔保發生額合計 –

報告期末對外擔保餘額合計 –

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子公司的擔保情況

報告期內對子公司擔保發生額合計 (18,138)

報告期末對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 36,652

公司擔保總額情況（包括對子公司的擔保）

擔保總額 36,652

擔保總額佔公司淨資產的比例(%) 4.5

 其中 ：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於2021年12月31日）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金額 32,888

    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總額超過公司淨資產50%部分的金額 –

註 ： (1) 上表中的數據未包含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平安銀行等按照監管部門批准的經營範圍開展的金融擔保業務的數據。

(2) 報告期內擔保發生額為擔保提款額157.24億元扣除還款額338.62億元後的淨值。

獨立非執行董事對本公司有關對外擔保事項的獨立意見

根據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8號－上市公司資金往來、對外擔保的監管要求》，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對公司2021

年度對外擔保情況進行了審慎的核查，作出如下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

1. 報告期內，本公司沒有為控股股東或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關聯方、任何非法人單位或個人提供擔保 ；

2.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提款額合計157.24億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366.52

億元，佔公司淨資產的4.5%，未超過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會計報表淨資產的50%；

3. 報告期內，本公司嚴格遵循了《公司章程》中有關對外擔保的審批程序以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存在違規對外擔保情況 ；

4. 報告期內，本公司嚴格按照《上交所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履行對外擔保情況的信息披露義務，並按規

定向註冊會計師如實提供公司全部對外擔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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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承包、租賃、委託理財、委託貸款及其他重大合同情況

報告期內，公司無應披露的託管、承包、租賃及其他重大合同事項。

報告期內公司未發生正常業務範圍之外的委託理財、委託貸款事項，本公司委託理財、委託貸款業務詳細情況載列於「財務報

表附註」部分。

所得稅及稅項減免
境外非居民企業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本公司向於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派發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

任何於登記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並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依照境外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

（定義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如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上述企業所得稅，請在就派發股息而言暫停辦理H股股東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前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一份由有資格在中國大陸執業的律師

出具確認其具有居民企業身份的法律意見書（須加蓋該律師事務所公章），並經本公司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

將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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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個人股東的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香港發行的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本公

司有義務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稅率一般為10%，但是，稅務法規及相關稅收協議另有規定的，本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的稅率

和程序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

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香港發行的股票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

議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如有）。請符合條件的股東在就派發股息而言暫停辦理H股股

東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前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書面委託以及有關申報材料，並經

本公司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

本公司將依法代扣代繳於登記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的企業所得稅以及個人所得稅。對於任何因未在規定時間內提

交證明材料而引致對代扣代繳所得稅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責任及不予受理，H股股東需要按中國內地稅務法規及有關規定

自行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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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H股股東的所得稅

對於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股票的內地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將作為港股通投資

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股息將以人民

幣派發。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 ：

• 對於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

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

• 對於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

• 對於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本公司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

報繳納。

滬股通A股股東的所得稅

對於通過滬股通投資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其股息將由本公

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幣派發，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

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中國香港以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家或地區與中國內地簽訂的稅收協議規定股息紅

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的申請，

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議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還。

廣大投資者務須認真閱讀本部分內容。股東須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中國香港

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環境信息情況
本公司不屬於環境保護部門公佈的重點排污單位。關於環境保護的詳細信息請參見本公司《2021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因環境問題受到行政處罰的情況。

慈善及其他捐款
本公司於2021年的慈善捐款為人民幣2.2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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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應披露的主要資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等情況。

公司的誠信狀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決情形，不存在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償等情況。

與客戶的關係
本集團旨在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將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納入公司治理、企業文

化及發展戰略。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相關規定，本集團在董事會下設立關聯交易控制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統籌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工作，

優化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架構，明確消費者權益保護職責，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決策執行及監督，

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文化建設，確保消費者權益保護戰略目標和政策得到有效執行，並不斷優化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能

力。

於2021年，本集團與客戶之間並沒有重大和嚴重的爭議。

對子公司的管理控制情況
公司貫徹落實《保險集團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統籌管理集團人力資源、財務會計、數據治理、信息系統、資金運用、品牌文

化等事項，指導子公司建立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持續完善覆蓋集團整體的風險管理、內控合規和內部審計體系。同時，公司

按照《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保險公司內部控制基本準則》等規定，組織子公司對內部控制體系有效性進行監督評價，不

斷提高集團整體運營效率和風險防範能力。對子公司內控監督評價的主要業務和事項、重點關注的高風險領域及評價結論等情

況請參閱本報告「內部控制體系的建立和健全情況」部分。

遵守法律及法規
報告期內，本集團已遵守對本集團營運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法規。

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應披露的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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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及整改情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均不存在被有權機關立案調查或採取強制措施，被紀檢監察機關採取留置

措施，被移送司法機關或追究刑事責任，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或行政處罰，或者受到其他有權機關重大行政處罰，以及被證

券交易所採取紀律處分的情形。

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所作出的承諾

(1) 本公司承諾，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在本公司作為深發展的控股股東期間，針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業未來擬從事或實質性獲得深發展同類業務或商業機會，且該等業務或商業機會所形成的資產和業務與深發展可能構

成潛在同業競爭的情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不從事與深發展相同或相近的業務，以避免與深發展的業

務經營構成直接或間接的競爭。

(2) 本公司承諾，在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與深發展之間發生的構成深發展關聯

交易的事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遵循市場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場價格

與深發展進行交易，並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履行決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本公司保證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不通過與深發展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當的利益或使深發展承擔任何不正當的義務。

(3) 本公司承諾，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在本公司作為深發展的控股股東期間，將維護深發展的獨立性，保證深發展在

人員、資產、財務、機構、業務等方面與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彼此間獨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述承諾仍在履行之中，沒有出現違反承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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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所知，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

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

主要股東名稱 H/A股 身份 註 H/A股數目（股） 權益性質

佔全部
已發行H/A股

百分比(%)

佔全部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卜蜂集團有限公司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1) 1,260,074,198 好倉 16.91 6.89

受控制企業權益 (1) 16,814,571 淡倉 0.22 0.09

UBS Group AG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2) 814,582,357 好倉 10.93 4.45

受控制企業權益 (2) 484,490,855 淡倉 6.50 2.65

JPMorgan Chase & Co.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3) 342,725,450 好倉 4.60 1.87

投資經理 136,858,345 好倉 1.83 0.74

對股份持有保證權益的人 734,408 好倉 0.00 0.00

受託人 10,446 好倉 0.00 0.00

核准借出代理人 (3) 274,282,862 借出股份 3.68 1.50

合計 ： (3) 754,611,511 10.13 4.12

受控制企業權益 (3) 315,833,159 淡倉 4.24 1.72

Citigroup Inc.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4) 58,338,637 好倉 0.78 0.31

核准借出代理人 (4) 457,520,015 借出股份 6.14 2.50

合計 ： (4) 515,858,652 6.92 2.82

受控制企業權益 (4) 46,319,229 淡倉 0.62 0.25

BlackRock, Inc.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5) 417,279,083 好倉 5.60 2.28

受控制企業權益 (5) 794,000 淡倉 0.01 0.00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A 實益擁有人 962,719,102 好倉 8.89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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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按卜蜂集團有限公司於2021年9月9日遞交的表格，卜蜂集團有限公司因完全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1,260,074,198股H股（好倉）之權

益及16,814,571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卜蜂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包括16,814,571股H股（淡倉）乃涉及以實物交收的非上市衍生工具。

(2) 按UBS Group AG於2021年12月31日遞交的表格，UBS Group AG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814,582,357股H股（好倉）之權益及

484,490,855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UBS Group AG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有512,584,520股H股（好倉）及382,093,702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57,192,724

淡倉 24,301,000

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319,027

淡倉 4,913,087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394,677,675

淡倉 261,711,769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60,395,094

淡倉 91,167,846

(3) 按JPMorgan Chase & Co.於2021年11月9日遞交的表格，JPMorgan Chase & Co.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754,611,511股H股

（好倉）之權益及315,833,159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JPMorgan Chase & Co.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包括274,282,862股H股（好倉）可供借出之股份。另外，有296,668,449股H股（好倉）及

247,460,837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48,260,000

淡倉 128,933,500

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468,500

淡倉 9,711,400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229,982,101

淡倉 86,226,779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17,081,363

淡倉 21,674,430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876,485

淡倉 9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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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Citigroup Inc.於2022年1月4日遞交的表格，Citigroup Inc.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515,858,652股H股（好倉）之權益及

46,319,229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Citigroup Inc.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包括457,520,015股H股（好倉）可供借出之股份。另外，有19,537,455股H股（好倉）及45,397,713股H股（淡

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9,945,381

淡倉 7,855,500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6,254,230

淡倉 26,435,270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3,337,844

淡倉 11,106,943

(5) 按BlackRock, Inc.於2021年12月29日遞交的表格，BlackRock, Inc.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417,279,083股H股（好倉）之權益及

794,000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BlackRock, Inc.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有2,613,539股H股（好倉）及437,000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1,970,000

淡倉 437,000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643,539

(6) 由於H股的百分比數字調低到最接近的小數點後兩位，百分比數字相加的結果可能不等於所列總數。百分比數字以本公司於2021年12月31日的股份數量為基

礎。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及監事所知，於2021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並非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承董事會命

馬明哲

董事長

中國深圳

2022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