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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华公布 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 

中国广州，美国东部时间 2022 年 5 月 26 日（GLOBE NEWSWIRE）——中国领先的独

立第三方金融服务提供商，泛华控股集团（“公司”或“泛华”）(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FANH)，

今日发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 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1。 

2022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摘要： 

(单位：千元, 每股美国存托股

票收益除外) 

2021 年一季度

（人民币） 

2022 年一季度

（人民币） 

2022 年一季

度（美元） 

同比变

动率% 

总营业收入 1,095,029 686,387 108,275 (37.3) 

经营利润 140,401 20,589 3,248 (85.3) 

联营企业投资减值 — (78,277) (12,348) N/A 

归属股东净利润(亏损) 138,385 (37,838) (5,969) N/A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

净利润2 138,385 40,439 6,379 (70.8) 

稀释后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收益

(亏损) 2.58 (0.70) (0.11) N/A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稀释后每

股美国存托股票收益3 2.58 0.75 0.12 (70.9) 

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

（截至 2021 及 2022.3.31） 1,624,399 1,281,469 202,146 (21.1) 

 

泛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义南先生表示：“2022 年年初以来，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导

致新冠疫情在中国多地散发，对队伍线下展业和培训造成严重冲击。在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地区，泛华的公估业务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导致公估板块在第一季度录得亏损。” 

“疫情的反复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保险消费需求的释

放。叠加去年同期新旧重疾定义切换所带来的高基数影响，2022 年第一季度，寿险行业

总保费规模同比下降 3.1%。在此背景下，泛华寿险新单业务下滑，但总寿险保费规模

仍实现同比增长 10.1%，高于行业增速；经营利润实现 2,058.9 万元，达到公司此前预

期。”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在“专业化、职业化、数字化、开放平台”战略指引下，公司稳

步推进多项工作：1）优化人员配置和收缩无效网点，降本增效。2）加快推动以保险金

信托和家族信托服务拉动高净值客户经营，提升队伍专业销售能力；3）大练兵，完成

1500 名家办顾问的认证培训和搭建了养老规划师课程体系，帮助代理人从保险产品专家

到家庭资产配置专家，再到养老传承专家的进化；4）大增优，引进行业绩优精英；5）

 
1除实际以美元结算的交易金额之外，此公告中所列美元数字仅为方便读者所需。本公告中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汇

率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公布的 H.10 每周汇率数据中 2022 年 3 月 31 日纽约市午间电汇买入汇率：6.3393 元人民币

兑换 1.00 美元。 

2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净利润指不计联营企业投资减值的归属股东净利润。 

3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稀释后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收益指不含联营企业投资减值的归属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期发行在外稀释

后美国托存凭证的加权平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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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懒掌柜 3.0 版本的上线，彰显科技力量；6）着力构建团队协同的顾问（3R）行销

模式标准作业流。推动客户经理、方案经理和交付经理的业务飞轮；7）加快推进泛华

榕数开放平台的市场拓展。” 

 

“2022 年第二季度，挑战仍然巨大。一方面，新冠疫情对队伍线下展业的影响仍在持续，

另一方面，双录将自 6 月起在河北和全国其他地区陆续实施，预计在短期内对公司的业

务也会造成一定冲击。面临如此困难局面，管理层仍有信心保证公司实现经营性盈利。” 

2022 年第一季度财报 

2022 年第一季度总净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9 亿元（美元 1.1 亿元），比 2021 年第一季度

的人民币 11.0 亿元下降 37.3%。 

2022 年第一季度保险代理业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9 亿元（美元 9,275.3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季度的 10.0 亿元下降 41.2%。一季度总保费 34.5 亿元，同比增长 9.9%，其中新

单保费 5.6 亿元，同比下降 37.0%。续期保费 28.8 亿元，同比增长 28.6%。 

2022 年第一季度寿险业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6 亿元（美元 8,811.3 万元），比 2021 年

第一季度的人民币 9.7 亿元下降 42.4%，寿险业务营业收入的下降主要是因为 1）2022

年一季度全国多地新冠疫情爆发导致代理人线下展业中断；2）由于对疫情反复和经济

不确定性增加的担忧，消费者保险需求减弱；3）2021 年一季度新旧重疾定义切换前重

疾险的需求提前集中释放所带来的高基数及切换后重疾险需求的疲软。一季度寿险总保

费 33.8 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寿险新单保费 4.9 亿元，同比下降 40.1%,，续期保

费 28.8 亿元，同比增长 28.6%。 

2022 年第一季度寿险业务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81.4%。 

2022 年第一季度财险业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941.4 万元（美元 464.0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 3,087.0 万元下降 4.9%。财险业务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保网的互联网

健康险、意外险、旅游险和家财险。财险业务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4.3%。 

2022 年第一季度保险公估业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839.9 万元（美元 1,552.2 万元），

比 2021 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 9,492.5 亿元增长 3.7%。保险公估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

的 14.3%。 

2022 年第一季度总营业成本及费用为人民币 6.7 亿元（美元 1.1 亿元），比 2021 年第一

季度的人民币 9.5 亿元下降 30.3%。 

2022 年第一季度佣金成本为人民币 4.5 亿元（美元 7,109.5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季度

的人民币 7.4 亿元下降 38.9%。 

2022 年第一季度保险代理业务佣金成本为 3.8 亿元（美元 6,048.7 万元）, 比 2021 年第

一季度的人民币 6.7 亿元下降 43.1%。 

2022 年第一季度寿险业务成本为人民币 3.6 亿元（美元 5,734.5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

季度的人民币 6.5 亿元下降 44.3%。该下降与我们寿险业务营业收入下降一致。寿险业

务成本占总佣金成本的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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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财险业务成本为人民币 1,991.6 万元（美元 314.2 万元），比 2021 年第

一季度的人民币 2,133.6 万元下降 6.6%。财险业务成本主要指我们经营保网

（www.baoxian.com）所产生的佣金成本，财险业务成本的下降与财险业务收入的下降

一致。财险业务成本占总佣金成本的 4.4%。 

2022 年第一季度保险公估成本为人民币 6,724.9 万元（美元 1,060.8 万元），比 2021 年

第一季度的人民币 6,363.9 万元增长 5.7%。保险公估成本占总佣金成本的 14.9%。 

2022 年第一季度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7,486.8 万元（美元 1,181.0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

季度的人民币 7,840.3 万元下降 4.5%。销售费用的减少是由于销售活动及网点租金减少，

部分被 2021 年成立的云桐分公司的员工人数增加所抵消。 

2022 年第一季度行政管理费用为人民币 1.4 亿元（美元 2,212.2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

季度的人民币 1.4 亿元增长 1.2%。行政管理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执行职业化、数字化

和开放平台战略的支出增加。 

综合上述因素，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利润为人民币 2,058.9 万元（美元 324.8 万元），

比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利润人民币 1.4 亿元下降 85.3%。 

2022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利润率为 3.0%，而 2021 年第一季度为 12.8%。 

2022 年第一季度的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405.4 万元（美元 63.9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人

民币 1,023.3 万元下降了 59.8%。投资收益是在投资到期或处置时确认的，因而投资收

益每个季度均有波动。 

2022年第一季度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634.8万元（美元100.1万元），与2021年同期的人民

币3,270.1万元相比下降了80.7%。本季度有效税率18.0%，去年同期的有效税率是21.4%。 

2022 年第一季度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及减值为负的人民币 7,063.4 万元（美元 1,114.2

万元），去年同期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1,536.2 万元。2022 年第一季度泛华金融

减值的原因主要是联营企业泛华金融服务集团（“泛华金融”）股价下跌，公司按照季末

市场价确认的投资减值损失人民币 7,827.7 万元(美元 1,234.8 万元)；同时，2022 年第一

季度按泛华金融的归属股东利润确认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795.2 万元（美元 125.4 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对泛华金融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1,570.4 万元。 

2022 年第一季度净亏损为人民币 4,168.7 万元（美元 657.6 万元），同比 2021 年第一季

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1.4 亿元。 

2022 年第一季度归属股东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3,783.8 万元（美元 596.9 万元），同比 2021

年第一季度归属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 1.4 亿元。 

2022 年第一季度，如扣除投资减值准备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经调整归属股东净利润 2

为人民币 4,043.9 万元（美元 637.9 万元），比 2021 年第一季度归属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1.4 亿元下降 70.8%。 

http://www.baox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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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利润率为负 5.5%，而 2021 年第一季度的利润率为 12.6%。 

2022 年第一季度，扣除投资减值准备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率4为 5.9%。而 2021

年第一季度为 12.6%。 

2022 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损失和稀释后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损失分别为人

民币 0.70 元（0.11 美元）和人民币 0.70 元（0.11 美元），相比去年同期每股美国存托股

票基本收益为人民币 2.58 元和稀释后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收益为人民币 2.58 元。 

2022 年第一季度，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基本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收益和非美国通用会计

准则稀释后每股美国存托股票收益 3分别为人民币 0.75 元（0.12 美元）和人民币 0.75

元（0.12 美元），去年同期分别为人民币 2.58 元和人民币 2.58 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泛华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以及短期投资共约人民币 12.8 亿

元（美元 2.0 亿元）。 

2022 年第一季度互联网项目关键营运指标摘要： 

⚫ 保网（www.baoxian.com) 

➢ 2022 年第一季度，保网的累积注册用户为 346.6 万人，相比 2021 年同期约 308

万人； 

➢ 2022 年第一季度，保网活跃交易用户5为 88,192 人，相比 2021 年同期的 59,296

人同比增长了 48.7%。 

➢ 2022 年第一季度，保网贡献的保费规模为人民币 8,286.7 万元(美元 1,307.2 万

元)，相比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8,269.0 万元增长了 0.2%。 

⚫ 懒掌柜 – 一站式保险服务平台 

➢ 2022 年第一季度总出单用户6为 18,086 人，去年同期懒掌柜出单用户为 46,723

人；其中，寿险出单用户 9,371 人，去年同期的出单用户为 30,585 人；出单用

户下降是由于去年同期开门红期间市场对旧定义重疾险热炒所带来的业务及

出单用户高基数。 

➢ 2022 年第一季度，懒掌柜贡献总交易保费规模人民币 4.4 亿元（美元 6,984.2

万元），其中寿险保费规模约人民币 4.2 亿元（美元 6,553.4 万元），其他保费

规模人民币 2,731.4 万元（美元 430.9 万元）。2021 年度同期懒掌柜总交易保

费规模为 10.0 亿元，其中寿险保费规模 8.1 亿元，其他保费规模 1.9 亿元。 

⚫ e 互助 - 网络互助平台 

 
4非美国会计准则净利润率是定义为不计联营企业的投资减值的归属股东净利润除以总营业收入。 

5保网活跃交易用户是指在当期内通过保网网站、其移动终端或微信公众账号完成过一笔交易的用户。 

6懒掌柜总出单用户是指在当期内通过懒掌柜完成一笔交易的用户。 

http://www.baox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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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网络互助平台 e 互助的充值会员约 210.9 万人，相比

2021 年同期的充值会员约 284.8 万人。 

其他进展： 

⚫ 2022 年第一季度，泛华出单人力7为 38,580 人，其中寿险出单人力 11,656 人，相比

去年同期出单人力为 79,194 人，其中寿险出单人力 33,633 人。出单人力的下降主

要是由于 1）2022 年一季度全国多地新冠疫情爆发导致代理人线下展业中断；2）

2021 年一季度新旧重疾定义切换前重疾险的需求提前集中释放所带来的高基数及

切换后重疾险需求的疲软；3）车险出单用户的下降。泛华的销售网络覆盖 23 个省

市自治区，销售网点 734 个；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泛华旗下拥有 2,174 名公估

师，相比去年同期 1,829 名公估师。公估服务网络覆盖 31 个省市自治区，服务网点

109 个。2021 年同期泛华销售网络覆盖 23 个省市自治区，销售网点 771 个，公估

服务网络覆盖 31 个省市自治区，服务网点 113 个。 

⚫ 2022 年 5 月，泛华控股集团获 2022 今日·保险中介榜“年度保险中介服务之星”。

此外，泛华“e 互助十大抗癌追光之星传播案例”成功入选中国银行保险报“金诺·中

国金融年度优秀社会责任项目”，泛华、恒大人寿定制产品“泛永恒康”荣获中国

银行保险报“2021 年度创新保险产品”。 

2022 年第二季度业绩展望 

公司预计，2022 年第二季度经营利润将保持正增长。该增长只是管理层对未来经营数据

的初步预测，实际结果可能会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改变。 

电话会议 

泛华将召开电话会议介绍 2022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电话会议的相关信息如下： 

时间：2022 年 5 月 26 日美国东部时间 21:00 

暨 2022 年 5 月 27 日北京/香港时间 09:00 

 

 

 
7泛华出单人力指在一定期间内销售至少一件保单的签约代理人。 

美国 1-833-239-5565  

中国香港 800-906-601 

韩国  080-850-0474 

当地拨入电话:  

中国内地： 400-820-5286 

中国香港及其他地区 +852 30-186-771 

英国 +44 203-692-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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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以下链接收听电话会议直播及回放： 

https://edge.media-server.com/mmc/p/h4u2gjx5 

 

关于泛华控股集团： 

泛华控股集团是中国领先的独立第三方金融服务提供商，致力于通过互联网网站与地面

网络有机结合为个人提供来自数十多家保险公司的多元化寿险、财险产品，并提供保险

查勘、定损外包公估服务等客户增值服务。 

 

我们投资的互联网平台包括：1）一站式的综合保险交易平台懒掌柜；2）保险比价和交

易网站www.Baoxian.com，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提供三十多家保险公司的数百款健康险、

意外险、旅游险等标准化产品比价和在线交易；3）网络互助平台 e 互助 www.ehuzhu.com。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泛华的地面保险销售网络覆盖 23 个省市自治区，销售网点 734

个，公估服务网络覆盖 31 个省市自治区，服务网点 109 个。 

 

前瞻性陈述 

 

本次公告含有 “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包括关于公司未来财务和经营结果的陈述，

均根据美国 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中的“安全港”规定而做出。这些前瞻性陈述，

常见于一些前瞻性的词汇，如“将”、“预计”、“相信”、“预期”、“计划”、“预估”或类似

表达。其他内容中，包括本次公告中关于业务前景的段落和所引述的管理层言论均载有

前瞻性陈述。这些前瞻性的称述包含了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且是基于公司

当前对自身和行业的预期、假设、预估和预测所做出。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包括，

但不限于，泛华吸引和留住高产能代理人和关键人员的能力、维护与现有的保险公司合

作伙伴的关系和开发新业务关系的能力、执行增长战略的能力、适应保险行业中监管环

境变化的能力、与竞争对手有效竞争的能力、由中国宏观环境及其他非公司可控的因素

及其对保险产品销售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所引起的经营业绩季度性的变动。本公告中的所

有信息均截止公告发布之日。除了相关适用法律要求之外，泛华不承担更新任何前瞻性

陈述的义务。即使公司相信这些前瞻性陈述所反映出来的预期是合理的，公司不能保证

这些前瞻性陈述所包含的预期可以实现。投资者不应对这些未实现的前瞻性陈述过于依

赖。公司实际的运营结果可能与前瞻性陈述有极大不同。关于泛华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

定因素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泛华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备案文件，包括其在 20-F 表格中

的年报。 

关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财务指标 

 

会议 ID#:4067079 

  

https://edge.media-server.com/mmc/p/h4u2gjx5
http://www.baoxian.com/
http://www.ehuz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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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项下的合并财务信息，公司也提供了若干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项

下的财务指标作为评价经营业绩的补充，包括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净利润、非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净利润率和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基本及稀释每美国存托股

票净收益。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净利润定义为不计入联营企业投资减值拨备的

归属股东净利润。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净利润率定义为不计入联营企业投资减

值拨备的归属股东净利润除以总营业收入。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基本每股美国存托凭证

收益指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期发行在外美国托存凭证的加权平

均总数。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稀释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收益指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归属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期发行在外的稀释后美国托存凭证的加权平均总数。公司相信，增加

这些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财务指标有利于管理层和投资者对公司的业绩表现进行评

估和对未来的发展进行规划和预测。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指标未反应影响公司经营的所有收入、费用指标。具体而言，

公司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指标扣除了对关联公司投资的减值。此外，这些非美国

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可能无法与其他公司(包括同行公司)披露的的类似财务信息相比

较。鉴于此，上述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在分析工具等方面具有局限性，投资者

不应单独使用，也不应以此替代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项下的财务指标分析。投资者和其他

人士应参阅所有的财务信息，而非依赖于某一单独的财务指标。 

关于上述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指标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告最后列明的“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经营指标调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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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控股集团 

未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资产: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564,624  629,551  99,309  

受限现金 ..................................................................  76,303  76,229  12,025  

短期投资 ..................................................................  870,682  651,918  102,837  

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净值） ..............................   653,757  638,082  100,655  

其他应收款 ..............................................................  60,755  71,650  11,302  

权益法投资 ..............................................................  ___ 258,419 40,765 

其他流动资产 ..........................................................  39,947  45,120  7,118  

流动资产合计 ..........................................................  2,266,068  2,370,969  374,011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受限现金 ......................................................  15,595  15,608  2,462  

非流动合同资产（净值） ......................................  192,114  223,097  35,193  

固定资产（净值） ..................................................  46,800  103,453  16,319  

商誉和无形资产（净值） ......................................  109,869  109,869  17,3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  18,728  25,669  4,049  

权益法投资 ..............................................................  335,808  6,342  1,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  31,459  31,310  4,939  

使用权资产 ..............................................................  225,677  201,138  31,729  

非流动资产合计 ......................................................  976,050  716,486  113,023  

资产合计 ................................................................. : 3,242,118  3,087,455  48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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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控股集团   

未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续表） 

(单位：千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预提佣金 ..............................................  377,558  315,358  49,746  

应付保费 ..................................................................  24,054  25,703  4,055  

其他应付款及预提费用 ..........................................  178,157  165,392  26,090  

应付职工薪酬 ..........................................................  111,672  87,386  13,785  

应付所得税 ..............................................................  130,222  132,090  20,837  

应付股利 ..................................................................  ___  51,079  8,057  

流动性经营租赁负债 ..............................................  87,012  87,072  13,735  

流动负债合计 ..........................................................  908,675  864,080  136,305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性预提佣金 ..................................................  97,869  113,653  17,929  

其他税务负债 ..........................................................  73,213  64,072  10,107  

递延所得税负债 ......................................................  73,716  76,217  12,023  

非流动性经营租赁负债 ..........................................  128,283  107,269  16,921  

非流动负债合计 ......................................................  373,081  361,211  56,980  

负债合计 ..................................................................  1,281,756  1,225,291  193,285  

    

普通股 ......................................................................  8,089  8,091  1,276 

盈余公积 ..................................................................  557,221  557,221  87,900 

未分配利润 ..............................................................  1,311,715  1,222,799  192,892  

其他综合亏损 ..........................................................  (39,140) (44,575) (7,032) 

泛华股东权益合计 ..................................................  1,837,885  1,743,536  275,036  

非控制性股权 ..........................................................  122,477  118,628  18,713  

权益合计 ..................................................................  1,960,362  1,862,164  293,749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  3,242,118  3,087,455  48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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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控股集团 

 

未经审计的合并利润及综合收益表 

(单位：千元, 股票数量与每股收益除外) 

 

 3 个月截至 3 月 31 日 

 2021 2022 2022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主营业务收入:    

保险代理业务收入 ..............................................  1,000,104  587,988   92,753  

    寿险收入 ......................................................  969,234 558,574 88,113 

    财险收入 ......................................................  30,870  29,414 4,640 

公估收入 .................................................................  94,925  98,399 15,522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  1,095,029  686,387   108,275  

主营业务成本:    

保险代理业务成本 ..............................................  (674,018)  (383,443)   (60,487)  

    寿险成本 ......................................................  (652,682) (363,527) (57,345) 

    财险成本 ......................................................  (21,336) (19,916) (3,142) 

公估成本 ..............................................................  (63,639) (67,249) (10,608) 

主营业务成本合计 ..............................................  (737,657)  (450,692)   (71,095)  

销售费用 ..............................................................  (78,403) (74,868) (11,810) 

行政管理费用 ......................................................  (138,568) (140,238) (22,122) 

营业成本和费用合计 ........................................  (954,628) (665,798) (105,027) 

经营利润 ..............................................................  140,401    20,589  3,248 

其他收入,净值:    

投资收益 ........................................................  10,233  4,054 639 

利息收入 ........................................................  526  679 107 

其他,净额 ....................................................  1,477  9,973 1,573 

税前利润及关联企业利润 ................................  152,637    35,295   5,567  

所得税 ................................................................  (32,701) (6,348) (1,001) 

扣除减值后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  15,362  (70,634) (11,142)  

净利润 ................................................................  135,298  (41,687)  (6,576)        

减去:非控制性股东损益 ...................................  (3,087) (3,849) (607)  

归属泛华股东净利润 ..........................................  138,385    (37,838)   (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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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控股集团 

未经审计的合并利润及综合收益表（续） 

(单位：千元, 股票数量与每股收益除外) 

 

 

 

 

 

 

 3 个月截至 3 月 31 日 

 2021 2022 2022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每股收益（亏损）：    

基本 ................................................................................  0.13 (0.04) (0.01) 

稀释后 ..........................................................................  0.13 (0.04) (0.01) 

每个美国存托凭证（ADS）收益（亏损）    

基本 ................................................................................  2.58 (0.70) (0.11) 

稀释后 ..........................................................................  2.58 (0.70) (0.11) 

用于计算每股收益的股数：    

基本 ..............................................................................  1,073,891,784 1,073,994,006 1,073,994,006 

稀释后 ..........................................................................  1,074,291,239 1,073,994,006 1,073,994,006 

净利润（亏损） ..........................................................  135,298  (41,687) (6,576)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外汇折算差额...............................................................  (6,378) 90 14 

权益投资方其他综合损益（亏损） ...........................  542  (413) (65) 

可供出售投资未实现净收益（亏损） .....................  (6,980) (5,112) (806)  

综合收益（亏损） ......................................................  122,482  (47,122) (7,433) 

减:归属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亏损） ......................  (3,087) (3,849) (607) 

归属泛华股东的综合收益（亏损） ...........................  125,569  (43,273) (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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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华控股集团 

未经审计的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元, 股票数量与每股收益除外) 

 

 3 个月截至 3 月 31 日 

 2021 2022 2022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经营活动    

净利润（亏损） .................................................  135,298  (41,687) (6,576) 

把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所作调整:  
  

投资收益（亏损） .............................................  (92) (1,649) (260) 

扣除资产减值后的权益法投资收益（亏损） ..  (15,362)  70,634  11,142  

其他非现金调整 .................................................  37,914  35,655  5,623  

经营资产和负债变动......................................... : (77,307) (150,027) (23,664)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净额 .................  80,451  (87,074) (13,735) 

购买短期投资 .....................................................  (2,767,430) (855,000) (134,873) 

收回短期投资所得 .............................................  3,220,073  1,068,447  168,543  

其它 .....................................................................  2,874 (61,764) (9,7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  455,517 151,683 23,927 

其它 .....................................................................  (10,200) 3 —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金额 .................  (10,200) 3 — 

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受限现金的增加 （减少）

 ..........................................................................  

525,768  64,612  10,192 

期初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受限现金 .................  350,098  656,522  103,56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6,528) 254 40 

期末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受限现金 
869,338  721,388  11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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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控股集团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经营指标调节表 

(单位：千元, 股票数量与每股收益除外) 

 

 

 

 

 3 个月截至 3 月 31 日 

 2021 2022 

项目 GAAP 

联营企业

投资减值 Non-GAAP GAAP 

联营企业

投资减值 Non-GAAP 

同 比 变

动率% 

主营业务收入 ..........................................................   1,095,029  —  1,095,029   686,387  —  686,387  (37.3) 

经营利润 ................................................................................   140,401  — 140,401   20,589  — 20,589  (85.3) 

经营利润率 ............................................................................  12.8%  13.6% 3.0%  3.0% (76.6) 

扣除减值后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   15,362  — 15,362   (70,634) (78,277) 7,643  (50.2) 

归属泛华股东净利润（亏损） ............................................   138,385  — 138,385   (37,838)  (78,277) 40,439  (70.8) 

净利润率 ................................................................................  12.6%  12.6% (5.5%)  5.9% (53.2) 

每股收益：        

基本 ...........................................................................  0.13 —  0.13 (0.04) —  0.04 (69.2) 

稀释后 ......................................................................  0.13 — 0.13 (0.04) — 0.04 (69.2) 

每个美国存托凭证收益：        

基本 .........................................................................................  2.58 —  2.58 (0.70) —  0.75 (70.9) 

稀释后 ....................................................................................  2.58 — 2.58 (0.70) — 0.75 (70.9) 

用于计算每股收益的股数：        

基本 ......................................................................  1,073,891,784 —  1,073,891,784 1,073,994,006 —  1,073,994,006 —  

稀释后 ..................................................................  1,074,291,239 
— 

1,074,291,239 1,073,994,006 
— 

1,073,994,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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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 

投资者关系 

电话：+86 (20)8388-3191 

电子邮件: qiusr@fanhuaholdings.com 

信息来源:泛华控股集团 

mailto:qiusr@fanhuaholding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