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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01号生命保险大厦 27、28、29、30

层 

法定代表人： 方力 

 

经营范围： 

 

 

 

 

 

 

 

 

 

 

 

 

经营区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

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

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

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保险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凭许可证经营）。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全国范围 

报告联系人姓名： 欧阳云华、黄勇 

 

办公室电话： 0755-36884422、0755-36884491 

 

移动电话： 13728603879、18664534736 

 

电子信箱： cody.ouyang@sino-life.com  yong.huang003@sino-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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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股东

增资 

公积金转增

及分配股票

股利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国家股 - - - - - - - - 

国有法人股 - - - - - - - - 

社会法人股 1,175,201 100.00 - - -  - 1,175,201  100.00 

外资股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合计 1,175,201 100.00 - - - -  1,175,201 100.00 

填表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权

数额（单位：万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

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

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

名为该国有企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持有的股权。 

2．实际控制人 

根据股东提供的股权情况，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3．前十大股东（按照股东季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季度内持股数

量或出资额变

化 

季末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 

季末持

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 

深圳市富德金融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民营  -  235,040 20.00% -  

深圳市厚德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民营 - 210,742  17.93% 18,000  

深圳市国民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民营  -  197,043  16.77% - 

深圳市盈德置地有

限公司 
民营 -   179,449  15.27% -  

深圳市洲际通商投

资有限公司 
民营 -  137,485  11.70% -  

富德保险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民营 - 124,245  10.57% -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

公司 
民营 - 45,598  3.88% 45,598  

大连东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民营 - 45,598  3.88% 45,500 

合计 —— -     1,175,201 100.00% 

  

       10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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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关联方关系的

说明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厚德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盈德置地有限

公司为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故上述四家公司与富德保险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构成关联方。 

    

填表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二）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期初情况 本期变动 期末情况 备注 

账面成

本 

持股比

例（%） 
新增 减少 

账面成

本 

持股比

例（%）  

深圳市生命置地发展有限公司 15.00 100.00 - - 15.00 100.00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3 39.60 - - 2.83 39.60 
 

富德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1.00 100.00 - - 1.00 100.00 
 

深圳市瑞源投资有限公司 23.90 100.00 - - 23.90 100.00 
 

吉林省富德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6.69 100.00 - - 6.69 100.00 
 

四川鼎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8 100.00 - - 9.98 100.00 
 

济南中居信建材有限公司 3.00 100.00 - - 3.00 100.00 
 

廊坊市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 49.00 - - 15.00 49.00 
 

富德资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4.50 100.00 - - 234.50 100.00 
 

富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0.79 100.00 - - 0.79 100.00 
 

富德前海基础设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8.00 100.00 - - 388.00 100.00 
 

深圳市前海富德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33 46.00 - - 38.33 46.00 
 

青岛中润置业有限公司 10.00 49.00 - - 10.00 49.00 
 

深圳市中恒泰融信稳盈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69.76 80.00 - - 69.76 80.00 
 

深圳市富德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0.00 100.00 - - 80.00 100.00 
 

成都百悦大地矿业有限公司 13.38 49.00 - - 13.38 49.00 
 

深圳市银海实业有限公司 10.00 49.00 - - 10.00 49.00 
 

迪迪集团有限公司 8.21 49.00 - - 8.21 49.00 
 

深圳市中恒泰华瑞丰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32.76 80.00 - - 32.76 80.00 
 

富德（白山）麦矿泉有限公司 2.10 77.78 - - 2.10 77.78 
 

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8.80 44.00 - - 8.80 44.00 
 

内蒙古吉煤矿业有限公司 1.60 20.00 - - 1.60 20.00 
 

深圳市金泰商城管理有限公司 0.96 49.00 - - 0.96 49.00 
 

首钢福山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32.85 29.99 - - 32.85 29.99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2.48 10.67 - - 12.48 10.64 
总股本

增加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15 29.84 - - 125.15 29.84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8.35 81.00 - - 28.35 81.00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130.41 29.97 - - 130.41 29.97  

惠州市金湖渡假村发展有限公司 1.40 100.00 - - 1.40 100.00 
 

惠州市金湖游乐园有限公司 0.58 100.00 - - 0.58 100.00 
 

深圳市鸿联兴仓储有限公司 0.00 100.00 - - 0.00 100.00 
 

天津鼎晖稳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14.16 - 0.23 4.77 14.16 
本金返

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40.06 20.66 - - 840.06 20.66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9.96 15.44 - - 9.96 15.60  

深圳佳盈精选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8.10 80.00 - - 98.1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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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德美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0.25 49.00 - - 0.25 49.00  

深圳市佳富东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0.25 49.00 - - 0.25 49.00  

深圳市兆富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0.25 49.00 - - 0.25 49.00  

深圳市厚德前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87 90.00 - 1.00 83.87 90.00 
本金返

还 

重庆水木庆华股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37 99.90 - - 98.37 99.90  

深圳市凯晟深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 100.00 - - 80.00 100.00  

中国恒嘉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5.53 29.99 - - 5.53 24.99  

陕西华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1.49  1.49 100.00 新增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根据《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应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独立董事 3 名。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 8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方力女士，1965 年 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其董事长

任职资格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690

号。方力女士目前还担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第四届人身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小寿险公司联

席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方力女士曾任中央金融工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中国保监会

寿险部监管处处长、副主任，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保监会第一届中

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精算师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第二届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评审专家等职务。  

张汉平先生，1966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其董事任职资格于

2013 年 5 月 26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519 号。张汉

平先生目前还担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张汉平先生曾任中国建设

银行揭阳市分行科技部经理、信息技术部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揭阳市东城支行行长，深圳市新

亚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及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等职务。 

徐文渊先生，1983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024 号。徐文渊先生

目前还担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文渊先

生曾任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报告处经理、湖北分公司委派财务负责

人、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助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投资财务部总经理、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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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世公先生，1969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203 号。苏世公先生目

前还担任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苏世公先生曾任盛京银行长春分行党组书记、行

长，盛京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等职务。 

常存女士，1978 年 5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审计责任人，其董事任

职资格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获得银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341 号。

常存女士目前还担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审计责任人，生命保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常存女士曾任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精算处科员、养老与健康

险处科员、监管处主任科员，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资深专员，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等职务。 

江生忠先生，1958 年 7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

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1〕1880 号。

江生忠先生目前还担任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保险学会教育

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天津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报理事会名誉理事，

核心期刊《保险研究》、《中国保险》、《中国商业保险》、《保险文化》等刊物编委。江生忠先生

曾任南开大学保险教研室主任、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等职务。  

陈泽桐先生，1970 年 7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

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1〕1962 号。

陈泽桐先生目前还担任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高级合伙人。陈泽桐先生曾任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审判庭审判员、经济审判庭审判长、民七庭副庭长，金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等职务。 

王辉先生，1970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024 号。王辉先生目

前还担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合伙人。王辉先生曾任湖南省陶瓷

机械厂会计、深圳广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深圳广朋会计

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合伙人等职务。  

2.监事基本情况  

根据《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

工代表监事 1名。公司监事会现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名。 

黄守岩先生，1950年 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其监事任职资

格于 2013年 8月 21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3〕198 号。

黄守岩先生现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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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岩先生曾任深圳发展银行工会主席、行长助理（副行长级）等职务。 

张雪华女士，1973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监事，其监事任职资格于 2010年 9月

16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0〕1141号。张雪华女士现任富德

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财务资金中心总监，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童丽娜女士，1981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其监事任职资格

于 2015年 10月 18日获得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024号。童丽

娜女士现任本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①公司总经理 

张汉平：1966年 2月出生，54岁，毕业于广东商学院投资金融专业，本科学历。 

2014年 4月 11日担任本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08号。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揭阳市分行科技部经理、信息技术部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揭阳市东城支行行

长；深圳市新亚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

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等职务。 

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万良辉：1964年 9月出生，55岁，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政教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

级寿险管理师。 

2019年 1月 15日担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管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1003号。 

曾任中国人寿江西分公司第一营销部副总经理；新华人寿江西分公司南昌联合营业区总经理、

赣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民生人寿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等职务。   

③公司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郭庆胜：1969年 8月出生，50岁，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获

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5年 3月 19日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5〕240号。 

曾任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

经理助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任后援中心会计

作业部总经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④公司审计责任人 



 

7 

 

常存：1978年 5月出生，42岁，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获

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中级保险经济师。 

2012年 10月 26日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1184 号。 

曾任原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精算处、养老与健康险处科员，监管处主任科员，幸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资深专员，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等

职务。  

⑤公司总精算师、副总经理 

田鸿榛：1980年 11月出生，39岁，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精算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获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中国精算师协会正会员。 

2014年 11月 30日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970号；2014

年 12月 11日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1003号。 

曾任泰康人寿总公司精算部精算专员；国民人寿总公司产品精算部精算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原中国保监会寿险部精算处主任科员、副处长；曾兼任中国精算师协会常务理事、寿险

与健康险工作部主任、经验分析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⑥公司副总经理 

李继槐：1964年 8月出生，55岁，毕业于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经济师。 

2016年 2月 1日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高管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49号。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职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职员、副处长、处长；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富德生命人寿四川分公司筹备组负责

人、总经理、总公司储备干部、督察室主任（总监级）兼督察一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富

德财产保险筹备组领导成员、储备干部、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副总

经理等职务。 

⑦公司副总经理 

李燕，1967年 8月出生，52岁，毕业于河南外贸学校外贸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2017年 3月 17日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86号。 

曾任中原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海南分公司财务经理；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团体部建行渠道

经理；泰康人寿郑州分公司团体部银代分部经理；新华人寿河南分公司代理部总经理、分公司

总经理助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总

经理助理等职务。 

⑧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负责人） 

戚佳敏：1973年 4月出生，47岁，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获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 

2015年 1月 7日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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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 

曾任平安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管理总部财务部会计、上海嘉德市场调研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

理、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业务部项目经理、德豪国际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部高级经理，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部、会计部税务合规处经理、会计报表处

经理、总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等职务。 

⑨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力：1969年 3月出生，51岁，毕业于河海大学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14年 1月 15日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11号。 

曾任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营职干部；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兴业大厦首席代表；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企划部经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构发展部助理总经理、企划部总经理助理（主

持工作）、收展部副总经理、保费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保费部总经理、总公司电话销售中心

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⑩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洪胜：1972年 8月出生，47岁，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专科学

历。 

2014年 5月 14日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90号。 

曾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分公司主任、营销部经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发展改革部

副总经理、战略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董事长办公室综合事务部总监等职务。 

⑪公司董事会秘书 

邹勇：1979年 2月出生，41岁，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 

2014年 8月 19日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696号。 

曾任广东闻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律师；国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政策部合规管理处负责人、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

总公司治理制度监督管理中心总经理；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⑫公司总经理助理 

徐倩，1980年 10月出生，39岁，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学历，获博士

学位。 

2015年 6月 17日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86号。现兼任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曾任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零售业务处职员，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副

主任科员；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行业公司研究部基金研究岗、国际业务部负责人、权益投资

部总经理，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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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投资业务三部负责人、总经理，富德生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⑬公司总经理助理 

徐伟，1967年 12月出生，52岁，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中级保险师。 

2015年 6月 17日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86号。   

曾任太平洋保险徐州分公司业务管理部内勤、业务部外勤、国外业务部水险科科长，徐州

中心支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南京分公司两核部兼健康险部副经理、经理、徐州中心支

公司高级专务（分管两核、团管）；富德生命人寿总公司核保核赔部团险高级核保师、团险核

保管理处经理、总公司核保核赔部临时负责人、副总经理、总经理、总公司保费部总监等职务。  

二、 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307,386 250,42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244,415 1,231,08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06% 10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5% 125%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注
 - -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3,918,040.70 2,772,480.61 

净利润（万元） 139,598.38 87,468.50 

净资产（万元） 2,059,138.83 1,917,222.83 

注：监管机构于 2020年 4月 24 日下发《关于报送 2020 年第一季度偿二代风险综合评级数据的紧急通知》，按照《保

险公司法人机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具体评价标准》以及数据报送技术指南的有关要求，公司已通过银保监

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按时完成 2020 年第一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的数据报送。 

 

 

 

 

 

三、 实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万元） 50,233,420 50,039,104 

认可负债（万元） 44,010,744 43,862,158 

实际资本（万元） 6,222,676 6,176,946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5,285,648 5,196,288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937,028 980,657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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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低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最低资本(万元) 4,978,261.39 4,945,860.26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978,261.39 4,945,860.26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789,523.14 781,567.9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9,555.33 10,547.24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861,276.92 4,837,466.59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381,816.27 376,263.83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629,559.73 622,998.61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434,350.54 436,986.75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     -    

    附加资本(万元)  -  - 

 

 

五、 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6 号：偿付能力报告》第八十五条规定，“除了本规则

要求报送的信息外，保险公司还应当按照保监会规定报送实施风险综合评级所需的信息。具体要

求另行规定”。 

根据监管机构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正式下发的《关于报送 2020 年第一季度偿二代风险综合评

级数据的紧急通知》，按照《保险公司法人机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具体评价标准》以及数

据报送技术指南的有关要求，公司已通过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按时完成 2020 年第一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的数据报送。 
 

六、 风险管理状况 

（一）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 

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统一部署，公司在首席风险官的领导下，由风险管理部牵头与七类专项

风险牵头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协力推进每年度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在 2019 年公

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中，评估部门始终坚持从严、从紧的评分原则，经积极沟通、全

面评估和多轮讨论，审慎确定公司 2019年度 SARMRA评估结果，准确反映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

力情况，并在 2020年相关工作中结合自评估情况进行持续深入的跟踪整改。 

（二）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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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风险管理宣导培训力度与连续性，不断提高总分各级机构风险管理能力 

风险管理宣导培训是公司当前风险管理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公司在二季度已举办了主题

为“疫情期间保险行业风险分析及下阶段主要任务”和“保险业风险管理与展业趋势分享及产品

开发风险管理”的两次培训交流会。公司将继续贯彻监管要求和公司风险管理培训方向，立足偿

二代体系与框架，深入结合风险管理与业务实际，拓宽培训范围，强化培训深度，加大对风险管

理最新监管要求和动态的宣导。公司将继续积极参加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及同业举办的研讨、培

训会议，实时了解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完善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公司全面

风险管理能力。 

2.积极推动风险综合评级工作不断完善和提高 

根据监管机构《保险公司法人机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具体评价标准》的要求，总公司

15 个部门及 35 家分公司每季度按照监管的最新要求，及时报送总、分公司难以量化风险相关指

标。公司将持续紧跟监管风险管理导向，加强风险综合评级培训宣导，强化系统数据报送过程管

控，及时分析公司指标数据变化，识别难以量化风险隐患，细化分析各专项风险的监管要求，有

效提高风险综合评级相关工作水平。 

3.贯彻执行风险偏好体系，强化落实指标监控、风险评估与风险报告工作 

公司已形成包含风险偏好陈述、风险容忍度和关键风险指标的完整风险偏好体系，并按流程

持续开展关键风险指标监测、报送、预警、整改等一系列工作。公司对风险偏好体系和风险管理

制度进行深入评估和必要更新，有效提升风险偏好体系的针对性和匹配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各

类风险指标的监测管理，及时报送各类风险管理内外部报告，将公司风险偏好体系融入公司经营

管理决策中，有效落实风险管理相关工作要求。 

4. 深入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跟踪整改工作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及最新监管要求，

公司各相关部门按照 SARMRA自评估工作安排，严格对照评估标准，审慎评估和确定公司 2019年度

SARMRA 评估结果。公司将结合 11 号文细则及监管最新要求，通过宣导、培训、分享等形式，提升

各相关部门自评估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并继续组织各相关部门深入推进跟踪整改工作，持续完善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水平。 

5.推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和优化提升，为风险管控持续提供系统支持  

公司持续关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情况，不断开发完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加强系统

对日常经营中潜在风险的识别。2020 年，公司重点推进风险监控、风险综合评级等模块的强化拓

展和优化提升，并将不懈探寻风险管理工作与最新保险科技融合的系统实现，推动公司风险管理

信息系统的全面高效和稳定提升。 



 

12 

 

七、 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  224,154 万元 5,100,665 万元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  138% 149%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 102% 106%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1090% 1261%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1496% 1812%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 流动性风险分析 

2020年二季度 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较上季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年度计划预算安

排，二季度暂缓投放部分产品，交易类现金流有所下降，3个月内资产预期现金流入较上季度小幅

增加， 3个月内负债预期现金流出总计较上季度略有下降。2020年二季度，流动性风险各项指标

均在监管要求的正常区间内，无超限或预警的情况发生，总体流动性水平良好。 

2.流动性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工作，建立了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持续对资产进行优化，

盘活存量资产，同时根据偿二代监管规定定期进行现金流压力测试，管理流动性风险。截止目前，

公司现金流比较充足，流动性风险可控。 

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二） 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