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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已威胁到了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最

紧迫的任务之一。绿色金融1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抓

手之一，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作用是通过金融机构在投融资行为中将环境

因素纳入评估流程，引导金融市场的资金进入到绿色产业，改变投资结构，从而

推动绿色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信息透明度不高是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破

除绿色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的障碍，部分国家和地区政府相继推出金融业的

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 10月中旬，国际银行业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会议期间，

各与会成员在贷款授信的项目是否需要考虑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这一议题上产

生了较大分歧。会后，以花旗银行等知名银行为首的参会成员提出以世界银行制

定的环保标准规范与国际金融中心规定的社会责任指南为基准，确立了一项主要

针对项目融资中可能出现的社会与环境风险的融资规则，即赤道原则。赤道原则

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年度报告制度义务，规定如下：“赤道原则金融机构承诺在考

虑相应的保密因素的前提下，最少每年向公众报告一次其执行赤道原则的过程和

经验。报告的内容至少包括各家赤道金融机构的交易数量、交易分类以及实施赤

道原则的有关信息”。22019年 12月 9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发布了《欧盟金融

服务领域可持续相关信息披露条例》，该条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决策或

投资建议流程中整合和考虑可持续性风险以及不利的可持续性影响；二是提供与

金融产品有关的可持续性信息。同月，欧洲银行管理局（EBA）也发布了《可持

续金融行动计划》，概述了针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 EBA将开展的相关

任务以及任务时间表。3

近年来，随着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绿色金融的需求不断

1 绿色金融：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

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2 国内外绿色信贷信息披露的经验及制度对比，中国金融信息网，
https://www.cnfin.com/greenfinance-xh08/a/20180625/1766270.shtml
3 王梦洁，碳中和下的银行保险业气候信息披露制度研究，http://www.tanjiaoyi.com/article-329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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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包括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等在内的金融业迅速崛起。为了推动和规范

金融行业的信息披露，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如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于 2007

年 7月公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明确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原则、内容

等，银保监会于 2018年发布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则针对保险公司

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及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要求。这些披露政策和制度不仅能够打破

信息不对称的壁垒，还有助于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金融业的环境信息

披露越来越受到重视，与金融业相关的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和制度陆续发布。如

属于上市公司的金融机构需要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2018年 9月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原则》确立 ESG（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还要按照证监会 2021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报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报的内容与格式》定期披露环境相关的信息。

2021年 7月 22日，中国银行发布并实施了金融机构普遍适用的环境信息披

露指南——《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JR/T 0227—2021）（以下简称《指

南》），规定了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披露的形式、内容

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原则要求。而保险公司作为金融领域中的一员，理应关注自身

的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并按照《指南》中的要求对其涉及的环境内容进行有效

披露。

2、概述

本期报告，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通过对 45家

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研究，观察保险公司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对环境信息

进行及时有效的披露，了解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不同保险公司在

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的优异与不足，并就不足之处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旨

在推动保险公司重视其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环境影响，加强并完善自身的环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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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机制，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作用，将更多资金配置到绿色低碳领

域，助力我国经济社会低碳转型。

2.1 保险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要求

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主要参照《指南》以及银保监会 2018年发布

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指南》中的相关要求：“一、披露原则。金融机构可在报告期末以监管机

构许可的途径及时发布年度环境信息报告。二、披露形式。金融机构可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选取不同的披露形式对外披露，具体为以下三种形式：a) 编制发

布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b) 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外披露；c) 在年度报告中对外

披露。三、保险公司的承保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包括但不限于：a) 将环境因素

纳入风险管理， 持续研究和监控气候变化等相关风险的情况；b) 概述主要绿色

保险产品与服务的基本情况；c) 绿色投资策略及执行效果；d) 将保险资金投资

于绿色投资产品及相关保险资金的运作情况；e)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情况；f)

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外的绿色保险承保情况；g) 鼓励披露协助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投保企业提升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的相关情况。h) 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

前年度的变动情况， 并鼓励披露其对环境的影响。”

而在《办法》中的第二十二条则对监管机构许可的发布途径以及发布时间进

行了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每年 4月 30日前在公司网站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媒介上发布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2.2 研究过程

一、保险公司的选择。本期报告关注的是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

责险）产品的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绿色江南通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4、

买购网5、保险行业资源门户网站—圈中人6等网站整合公开的财产险公司，再通

4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http://icid.iachina.cn/ICID/
5 买购网：https://www.maigoo.com/brand/list_6213.html
6 圈中人：http://www.qz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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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险公司的官网查看其披露的保险产品中是否包括环责险，由此确定本期报告

的研究对象是包括安邦财险、安诚保险、北部湾保险等在内的 45家保险公司（保

险公司相关信息详见附表）。

二、梳理相关报告。《指南》中有提到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的形式包括编

制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或者在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外披露。

在选定保险公司之后，通过选定的保险公司的官网查阅其披露的相关报告。

根据观察，45家保险公司均未编制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因此，绿色江南通过

保险公司披露的 2021年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观察其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三、致函保险公司。在查阅保险公司披露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时，绿色江

南发现 45家保险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因此，绿色江

南就各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向保险公司分别致函，希望了解保险公司披

露缺失的原因以及是否会进行补充披露等。

3、保险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

在梳理保险公司披露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的过程中，绿色江南发现 2家保

险公司尚未披露 2021年年报，10家保险公司披露了 2021年年报及社会责任报

告，其余 33家保险公司只披露 2021年年报。而披露了相关报告（年报/社会责

任报告）的 43家保险公司中只有 8家保险公司在相关报告中提及了环境的相关

信息，且披露不完全。

3.1 2 家保险公司尚未披露 2021 年年报

根据统计，截止到报告发布，尚有 2家保险公司未披露 2021年年报，包括

安邦财险和天安财险。其中安邦财险不仅未披露 2021年年报，2017年-2020年

的年报至今也未披露。根据 2017年-2019年每年发布的暂缓披露的公告可知，其

暂缓披露的原因为银保监会对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了接管，由于

2020年、2021年均无相关公告，因此后续进展暂未可知。天安财险也是既未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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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2020年、2021年的年报，也无 2020年、2021年年报暂缓披露的公告。

图 1 安邦财险信息披露情况

图 2 天安财险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按时进行信息披露的，应当

在公司网站公布不能按时披露的原因以及预计披露时间。”第三十四条规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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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披露信息的，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法律、行政

法规进行处罚。”因此，2家保险公司若有特殊原因无法在 4月 30日前及时披露

年报的，理应及时发布延时披露的报告，说明不能按时披露的原因以及预计披露

时间，以免被银保监会处罚。

图 3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图 4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保险公司在发布延迟披露的公告时，同样要注意应按照《办法》中的要求既

要披露未能按时披露的原因，也要披露预计披露的时间。如紫金保险延迟披露的

原因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审计报告无法及时签字盖章，但在公告中明确说明了预

计披露时间不晚于 2022年 5月 31日，最终报告于 5月 27日正式发布。而华泰

财险在延迟披露的公告中提到了未能及时披露的原因为董事会换届尚未完成，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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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时间为新一届董事会会议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未说明新一届董事会会议何

时召开，虽然报告最终于 6月 15日发布，但仅从披露的公告中公众无法确定年

报预计披露的具体时间。因此，保险公司在发布年报延迟披露的公告时也应参考

紫金保险的公告，在公告中说明年报预计披露的时间，以便让公众能够及时获取

年报。

图 5 华泰财险延迟披露公告



8

图 6 紫金保险延迟披露公告

3.2 35 家保险公司尚未关注环境信息披露

通过梳理 42家保险公司披露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绿色江南发现安诚

财险、北部湾保险、诚泰财险等 35家保险公司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中并未提及

《指南》中要求披露的环境有关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是参与起草《指南》单位中的一员，作为其下属公司之一的平安产

险在年报中也未能按照要求披露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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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中参与的起草单位

35家保险公司中还包括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久隆保险、永诚保险，久隆

保险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其经营情况、员工福利、消费者权益、科技创新等

6个方面，而永诚保险仅披露了获得的荣誉及在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安康等

领域发挥作用的一些典型案例。社会责任报告又称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等，

其目的是要企业披露其在经营活动中对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造成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取得的成绩及不足等信息。因此，保险公司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除

了关注经营情况、社会影响之外，也应关注环境方面的影响，充分发挥社会责任

报告应有的作用。

另外，包括安诚保险、北部湾保险、国任保险、日本财险、泰山保险、中煤

保险在内的 6家保险公司往年均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但 2021年的社会责任报

告尚未披露。而太平洋产险在其网站的“关于公司”板块中显示有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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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不开。日本财险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以追溯到 2009年，并持续披露了 3年，

但 2011年之后的社会责任报告则未找到。由此可见，日本财险早从 2009年就开

始关注经营活动对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但未能做到持续披露。

安诚财险的社会责任报告涉及的年份则是从 2015年-2018年，2019年之后也未

披露。英格兰央行 2015年 9月发布的《气候变化对英国保险业的影响》报告指

出，未来保险行业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将面临持续上涨的理赔支出和保险准备金

要求7。因此，保险公司需要持续关注其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时识别

风险，降低自身的经济损失。

表 1 往年有社会责任报告但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暂未披露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往年社会责任报告涉及年份

安诚保险 2015年-2018年

北部湾保险 2019年、2020年

国任保险 2020年

日本财险 2009年-2011年

泰山保险 2020年

中煤保险 2019年、2020年

7 马骏，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的意义、方法和推广，新浪财经综合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investment/2020-10-09/doc-iivhuipp87010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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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太平洋产险公司网站社会责任报告版块

3.3 8 家保险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完全

披露了环境信息的 8家保险公司包括人保财险、华安财险、黄河财险、阳光

财险等。人保财险的环境信息在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中均有提及，其他保险公司

的环境信息只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有提到。另外，8家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均

不完全，披露重点也存在差别。

永安保险只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到开发并推出了多款绿色保险产品，国泰产

险、华安保险、黄河财险则是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到了绿色保险、环责险，其中

只有华安保险说明了环责险的保障金额。4家保险公司均未提及相关绿色保险产

品的的承保情况，也未提及绿色投资策略及执行效果、将保险资金投资于绿色投

资产品及相关保险资金的运作情况等产生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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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华安保险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图 10 永安保险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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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国泰产险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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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黄河财险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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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财险、中远海运自保公司均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到了绿色保险和绿

色投资，但重点不一样。中国人寿财险对绿色保险只是简单提及，但对绿色投资

的规模进行了详细说明。而中远海运自保公司不仅提到了绿色保险，说明了环责

险在 2021年承保情况，还详细介绍了绿色投资的策略、规模等。但对比《指南》

中的披露要求，2家保险公司披露仍有缺失，未提及包括主要绿色保险产品与服

务的基本情况、绿色投资执行效果等在内的内容。

图 13 中国人寿财险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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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远海运自保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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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财险未单独披露责任报告，而是由其所在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披露。在其集团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介绍绿色保险、环责险及其承保情况，

但其他环境影响，如环境风险因素管理情况、绿色投资等内容均未提及。

图 15 阳光保险集团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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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财险作为《指南》参与起草单位中的一员（见图 7），虽然披露的环境

信息相比其他保险公司内容要丰富一些，但也未能做到完全披露。年报中只是简

单提到了绿色保险和环责险，而社会责任报告中对环责险的承保情况进行了简单

说明，也对绿色投资方向及规模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其他环境影响，如除环责险

外的绿色保险的承保情况、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等则未披

露。

图 16 人保财险年报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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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人保财险社会责任报告中涉及的环境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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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与反馈

在研究过程中，绿色江南发现 45 家保险公司中有 2 家保险公司尚未披露

2021年年报/社会责任报告，而其余 43家披露了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的保险公司，

在经过对比报告内容与《指南》披露要求之后，发现他们在环境信息的披露上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5月中旬，绿色江南根据 45 家保险公司的披露缺失情况分别进行致函，而

地址位于上海的 7家保险公司因疫情原因未能致函，选择邮件联系。邮件发出当

天，国泰产险来电询问致函目的，称报告是由其他同事联合撰写，信件及致函目

的会转达。之后，因无法联系收件人，绿色江南陆续收到 4家保险公司的退件，

且均于收到退件的当天，通过邮件再次尝试联系相关保险公司。

因一直未收到致函成功的 34 家保险公司的回应，6月中旬，绿色江南再次

通过邮件进行联系，其中利宝保险和安诚保险无法通过网络和 2021年年报找到

2家保险公司的邮箱地址。随后，绿色江南收到人保财险的邮件回复，称相关报

告均经律师或专业第三方机构审核，符合中国银保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

还表示人保财险高度重视环境信息的披露，今后将会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环境信息

披露。

图 18 人保财险邮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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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 44家保险公司，包括收到邮件第一时间询问致函目的国泰产险，仍

未正面回应公众关切的关于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相关问题。

5、我们建议

自 2022年 6月 1日开始执行的，由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

融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总则第四条明确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当有效识

别、监测、防控业务活动中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重点关注客户（融资方）

及其主要承包商、供应商因公司治理缺陷和管理不到位而在建设、生产、经营活

动中可能给环境、社会带来的危害及引发的风险，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

管理流程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信息披露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完善

相关政策制度和流程管理”。《指引》中明确提到保险机构重点关注的客户主要

包括：（一）投保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等相关保险的客户；（二）保险资金实

体投资项目的融资方；（三）其他根据法律法规或合同约定应开展环境、社会和

治理风险管理的客户。在该《指引》中，环境、社会和治理即 ESG风险的识别

与管理被提及 27次，且信息披露也多次被提及，由此可见，国家对保险业和银

行业的环境、社会等相关风险及信息披露的重视。

另外，在双碳背景下，保险业做好环境信息披露意义重大。首先，保险业属

于金融行业，其环境风险主要来源于外部，也就是其投融资或者承保的客户8。

保险业在披露环境信息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跟进和评估客户的环境风险，从而避

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也能够借此推动客户不断提升环境风险管理的能力，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其次，保险业披露环境信息既能体现其社会

责任和担当，又能打破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满足利益相关方（投资者、客户、

政府等）和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最后，保险业做好环境信息披露也有利于其

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引导金融市场的资金向绿色友好型的产业倾斜，助力

双碳目标的实现。

绿色江南通过对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观察发现，虽然个别保险公司已

8 殷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内涵、意义、现状及实施建议，新华财经，
https://www.cnfin.com/greenfinance-xh08/a/20180403/17549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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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始关注并披露与其相关的部分环境信息，但大部分保险公司尚未认识到环境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因此，绿色江南建议保险业应该按照《办法》和《指南》中

的相关规定，或编制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或通过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及时、

全面、有效地披露环境信息，履行社会责任，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形象，

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赋能助力。同时，绿色江南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加强互动，

积极回应公众关切问题，多方链接，共同推动保险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

另外，任何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指南》中虽对保险公

司的披露形式、披露内容等做了要求，但并未提及若未按要求披露是否会受到相

应的处罚，这也是保险公司不重视环境信息披露的原因之一。因此，政府也需要

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建立奖惩机制，以此来督促保险公司

关注并重视环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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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保险公司相关信息

保险公司 简称 官网链接 报告披露情况

诚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诚泰保险

http://www.champion

-ic.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鼎和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鼎和保险

https://www.edhic.c

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都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都邦保险

https://www.dbic.co

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富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富德产险

http://www.fundins.

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海峡金桥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峡保险

https://www.chgic.c

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华农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华农保险

https://www.chinahu

anong.co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华泰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华泰财险

https://www.ehuatai

.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建信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建信财险

https://www.ccbpi.c

o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锦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锦泰保险

https://www.ejintai

.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京东安联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

京东安联保

险

https://www.jdallia

nz.com/home_page/in

dex.html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利宝保险有限公

司
利宝保险

https://www.liberty

mutual.com.cn/index

.shtml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融盛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融盛保险

http://www.erongshe

ng.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太平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太平财险

http://caixian.cnta

iping.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太平洋安信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安信农险
https://www.aaic.co

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亚太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亚太财险

https://www.apiins.

com/maechannel/home

.do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燕赵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燕赵财险

http://www.40000001

23.co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长安责任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长安保险

https://www.capli.c

o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http://www.champion-ic.com/
http://www.champion-ic.com/
http://www.champion-ic.com/
http://www.champion-ic.com/
https://www.edhic.com/
https://www.edhic.com/
https://www.edhic.com/
https://www.edhic.com/
https://www.dbic.com.cn/gkndxx.jhtml
https://www.dbic.com.cn/gkndxx.jhtml
https://www.dbic.com.cn/
https://www.dbic.com.cn/
http://www.fundins.com/publicinfo/
http://www.fundins.com/publicinfo/
http://www.fundins.com/
http://www.fundins.com/
http://www.chgic.com/
http://www.chgic.com/
https://www.chgic.com/
https://www.chgic.com/
https://www.chinahuanong.com.cn/
https://www.chinahuanong.com.cn/
https://www.chinahuanong.com.cn/
https://www.chinahuanong.com.cn/
https://www.ehuatai.com/
https://www.ehuatai.com/
https://www.ccbpi.com.cn/
https://www.ccbpi.com.cn/
https://www.ccbpi.com.cn/
https://www.ccbpi.com.cn/
https://www.ejintai.com/
https://www.ejintai.com/
https://www.jdallianz.com/home_page/index.html
https://www.jdallianz.com/home_page/index.html
http://www.libertymutual.com.cn/index.shtml
http://www.libertymutual.com.cn/index.shtml
http://www.erongsheng.com/ndxx/
http://www.erongsheng.com/ndxx/
http://caixian.cntaiping.com/
http://caixian.cntaiping.com/
https://www.aaic.com.cn/nianduxinxipilu/index.jhtml
https://www.aaic.com.cn/nianduxinxipilu/index.jhtml
https://www.aaic.com.cn/nianduxinxipilu/index.jhtml
https://www.apiins.com/maechannel/home.do
https://www.apiins.com/maechannel/home.do
http://www.4000000123.com.cn/
http://www.4000000123.com.cn/
https://www.capli.com.cn/
https://www.capl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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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长江财险

https://www.cjbx.co

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浙商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浙商保险

https://www.zsins.c

om/webDoc/index/ind

ex.html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国大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保

险

http://www.ccic-net

.co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产险

https://property.pi

ngan.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保险

http://e.cic.cn/#/i

ndex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路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中路财险

https://www.zhlic.c

om.c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原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中原农业保

险

http://www.zyic.com

/index.jhtml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珠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珠峰保险

https://www.zhufeng

ic.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紫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紫金保险

http://www.zking.co

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日本财产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日本财险

https://www.sompo-c

n.com/cn/Index.aspx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安诚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安诚保险

http://www.e-acic.c

om/AcicWebManager/t

emplate/main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北部湾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北部湾保险

http://www.bgic.com

/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煤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中煤保险

https://www.chinaco

al-ins.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泰山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泰山保险

https://www.taishan

pic.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国任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任保险

https://www.guorenp

cic.com/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太平洋产险
http://property.cpi

c.com.cn/xccbx/
仅披露 2021 年年报

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阳光财险

https://www.sinosig

.com/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集团社会责任报告

国泰财产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
国泰产险

https://www.cathay-

ins.com.cn/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华安保险

https://www.sinosaf

e.com.cn/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黄河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黄河财险

https://www.ypic.cn

/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https://www.cjbx.com.cn/
https://www.cjbx.com.cn/
https://www.zsins.com/webDoc/index/index.html
https://www.zsins.com/webDoc/index/index.html
https://www.zsins.com/webDoc/index/index.html
https://www.zsins.com/webDoc/index/index.html
https://www.zsins.com/webDoc/index/index.html
http://www.ccic-net.com.cn/
http://www.ccic-net.com.cn/
https://property.pingan.com/
https://property.pingan.com/
http://e.cic.cn/
http://e.cic.cn/
http://e.cic.cn/
http://e.cic.cn/
https://www.zhlic.com.cn/info/%E5%B9%B4%E5%BA%A6%E4%BF%A1%E6%81%AF.html
https://www.zhlic.com.cn/info/%E5%B9%B4%E5%BA%A6%E4%BF%A1%E6%81%AF.html
https://www.zhlic.com.cn/
https://www.zhlic.com.cn/
http://www.zyic.com/index.jhtml
http://www.zyic.com/index.jhtml
https://www.zhufengic.com/xxpl/ndxx/
https://www.zhufengic.com/xxpl/ndxx/
http://www.zking.com/siteMap/index.jhtml
http://www.zking.com/siteMap/index.jhtml
https://www.sompo-cn.com/cn/DownList.aspx?TypeId=10065
https://www.sompo-cn.com/cn/DownList.aspx?TypeId=10065
http://www.e-acic.com/template/ContentServlet?params=17956C20939A85CA7A0E231BF2CD9268EAC179ED88CF3431480E28CC5BD9A14F8AD3843DFEDA2BF980A3098BF4B7FCCB0291799D3FD82D1CA0ECFE626C7FE8CF983C25F18B336A056FEE636C1C53C1061C327CD34242F54420412D11D9E3FF08A1C3C6D6D26AB777FF7EA057B5FBF891CD1AEA9E506BBC37E96C400BAFB71E5A983C25F18B336A056FEE636C1C53C1061C327CD34242F54420412D11D9E3FF08F5C32727E2CD1CE4CF782DCB33B9B0158AD3843DFEDA2BF980A3098BF4B7FCCBDC387A2ECB04C0E3A93145A5FC02AC33D1DC7CE8FEF8AE5D48D05A7FDC112C0ECCA18AAFBD98DB6B7CF0AFD07506EA333721E4B044526051C2110E5AE6C199A13D82C985124269F52CDF4859B697B3730291799D3FD82D1CA0ECFE626C7FE8CF983C25F18B336A056FEE636C1C53C106D49AF98AD2E2C9AA1FCFC93A19F1DF7B
http://www.e-acic.com/template/ContentServlet?params=17956C20939A85CA7A0E231BF2CD9268EAC179ED88CF3431480E28CC5BD9A14F8AD3843DFEDA2BF980A3098BF4B7FCCB0291799D3FD82D1CA0ECFE626C7FE8CF983C25F18B336A056FEE636C1C53C1061C327CD34242F54420412D11D9E3FF08A1C3C6D6D26AB777FF7EA057B5FBF891CD1AEA9E506BBC37E96C400BAFB71E5A983C25F18B336A056FEE636C1C53C1061C327CD34242F54420412D11D9E3FF08F5C32727E2CD1CE4CF782DCB33B9B0158AD3843DFEDA2BF980A3098BF4B7FCCBDC387A2ECB04C0E3A93145A5FC02AC33D1DC7CE8FEF8AE5D48D05A7FDC112C0ECCA18AAFBD98DB6B7CF0AFD07506EA333721E4B044526051C2110E5AE6C199A13D82C985124269F52CDF4859B697B3730291799D3FD82D1CA0ECFE626C7FE8CF983C25F18B336A056FEE636C1C53C106D49AF98AD2E2C9AA1FCFC93A19F1DF7B
http://www.bgic.com/new/generalService/generalListShow/34
http://www.bgic.com/new/generalService/generalListShow/34
https://www.chinacoal-ins.com/
https://www.chinacoal-ins.com/
https://www.taishanpic.com/
https://www.taishanpic.com/
https://www.guorenpcic.com/
https://www.guorenpcic.com/
http://property.cpic.com.cn/xccbx/?hit=ShouyeDhGsCcbx
http://property.cpic.com.cn/xccbx/?hit=ShouyeDhGsCcbx
http://property.cpic.com.cn/xccbx/?hit=ShouyeDhGsCcbx
https://www.sinosig.com/
https://www.sinosig.com/
https://www.cathay-ins.com.cn/
https://www.cathay-ins.com.cn/
https://www.sinosafe.com.cn/shop/product/index/
https://www.sinosafe.com.cn/shop/product/index/
http://www.ypic.cn/html1/folder/1407/1001-1.htm
http://www.ypic.cn/html1/folder/1407/10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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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隆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久隆保险

http://www.9longic.

com/#/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永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永安保险

https://www.yaic.co

m.cn/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永诚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永诚保险

https://www.alltrus

t.com.cn/yearInform

ation?id=10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财险

https://property.pi

cc.com/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

险

https://www.chinali

fe.com.cn/chinalife

/index/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中远海运财产保

险自保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自

保公司

http://captive.cosc

oshipping.com/index

.html

披露 2021 年年报及

社会责任报告

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天安财险

https://www.95505.c

om.cn/

未披露 2020、2021

年报，也无暂缓披露

的公告

安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安邦财险

http://www.ab-insur

ance.com/index.htm

未披露 2020、2021

年报，也无暂缓披露

的公告，2017-2019

只有暂缓披露的公

告

http://www.9longic.com/
http://www.9longic.com/
https://www.yaic.com.cn/news?cid=29
https://www.yaic.com.cn/news?cid=29
https://www.alltrust.com.cn/yearInformation?id=10
https://www.alltrust.com.cn/yearInformation?id=10
https://property.picc.com/
https://property.picc.com/
https://www.chinalife.com.cn/chinalife/index/
https://www.chinalife.com.cn/chinalife/index/
http://captive.coscoshipping.com/index.html
http://captive.coscoshipping.com/index.html
https://www.95505.com.cn/essential_information/744/index.html
https://www.95505.com.cn/essential_information/744/index.html
http://www.ab-insurance.com/index.htm
http://www.ab-insurance.co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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