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能力(直
接股权投资)建设及自评估情况
（半年度披露-【20210730】）

 

 

 

 

 

一、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 姓名 职务 风险责任人基本信息

行政责任人 方力 董事长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业务风险责任人信息

披露文件.pdf

专业责任人 董燕生
资产管理中心副
总经理（分管股
权投资工作）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业务风险责任人信息

披露文件.pdf

二、组织架构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建立了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股权投资组织架构。公司的资产管理
中心是负责资金运用的独立的职能部门，在资产管理中心下设投资业务
二部负责开展直接和间接股权投资，配置专职股权投资人员；同时下设
投资管理二部负责股权投资投后管理工作，配置专职投后管理人员。明
确了该部门的部门职责、岗位职责、部门负责人及人员配置。负责公司
直接和间接开展的股权投资业务的项目拓展、项目研究、项目操作实施
及投后运营管理等。

资产管理部门设置
部门名称 资产管理中心

股权投资部门
（团队）

发文时间 2021-01-28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6〕156号，富保寿发〔
2019〕107号，富保寿发〔2021〕20号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公司“四定”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相关
部门“四定”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总
公司资产管理中心下辖部门职责及岗位说明

书的通知》

岗位设置

资产管理中心下设投资业务二部、投资管理
二部。 投资业务二部设有部门级、投资经
理（处经理级）、投资岗。 投资管理二部

设有部门级、股权投资管理处、项目风险管
理处、股权项目管理岗、评估分析岗。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股权投资团队人员编制为18人，其中投资业务人员编制10人，专职投
后管理人员编制8人。目前在职共有人员17名，具有3年以上股权相关经验
的专职人员13人，其中专职投后管理人员7人，相关专业人员从业经历达
到要求。团队主要人员熟悉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了解股权投资业务流程和交易结构，具有承办投资股权业务的经验和
能力。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部门当前拥有13名具有3年以上股权投资相关经验
的专职人员，其中专职投后管理的人员7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相关经验类型 经验年限(年) 是否兼职

1 董燕生 资产管理中
心副总经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10 否

2 王纯会 部门总经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7 否

3 陈伟林 部门总经理
助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8 否

4 田旷怡
投资经理

（处经理级
）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2 否

5 吴迪
投资经理

（处经理级
）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8 否

6 罗思维
投资经理

（处经理助
理级）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2 否

7 汤澍 投资岗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4 否

8 解亚迪 投资岗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3 否

9 李君初 部门副总经
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8 否

10 刘绚 部门总经理
助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8 否

11 程斌 股权投资管
理处处经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8 否

12 徐万坤
股权投资管
理处处副经

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4 否

13 王倩
项目风险管
理处处经理

助理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6 否

14 张焕宁 评估分析岗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4 否

15 张萱 投资岗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1 否

16 刘岑迆 股权项目管
理岗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4 否

17 杨婕 评估分析岗 股权投资相关经
验 0 否

专业队伍人员管理模式
股权投资人员管理模式 自行开展直接股权投资

四、基本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
的通知》等监管文件，建立了完善的股权投资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
制度，涵盖了授权机制、投资决策、投资操作、风险预算和全程管控、
资产估值、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后续管理和退
出安排、应急处置和危机解决及资产托管机制等制度体系，明确了岗位
职责、风险责任、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覆盖风险识别、预警、控
制和处置全过程,对股权投资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和监控，有效防范和控
制投资风险。相关制度文件均已经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或其授权机
构批准并正式发文。

股权投资基本制度

授权机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投融资
管理和资产处置工作临时决策机制》

发文文号 富保寿〔2016〕32号
发文时间 2016-12-0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授权办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董字〔2016〕22号
发文时间 2016-04-2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投资决策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保险子公司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7〕211号
发文时间 2017-10-1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9〕350号
发文时间 2019-12-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投资操作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公司财务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生保发〔2014〕161号
发文时间 2014-06-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公司财务交接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生保发〔2014〕162号
发文时间 2014-06-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专业服务
机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288号
发文时间 2015-05-0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尽职调查
管理规定》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635号
发文时间 2015-11-2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五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法律事务
管理办法（试行）》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588号
发文时间 2015-12-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六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指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21〕22号
发文时间 2021-01-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七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保险子公司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7〕211号
发文时间 2017-10-1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八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交易对手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23号
发文时间 2018-08-2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九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实施细则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5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十零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十一
文件名称 《资产评估机构聘用管理规定（试行）》
发文文号 富保寿资管〔2018〕1号
发文时间 2018-11-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风险预算和全程管控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风险管理
规定》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24号
发文时间 2018-08-2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及信用风险限
额管理规定》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9〕49号
发文时间 2019-03-0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资产估值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公司财务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生保发〔2014〕161号
发文时间 2014-06-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尽职调查
管理规定》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635号



发文时间 2015-11-2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实施细则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5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五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及股权
投资会计核算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9〕205号
发文时间 2019-08-1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股权及不动产投资绩效评估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生保发〔2012〕3号
发文时间 2012-01-0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保密制度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286号
发文时间 2015-05-0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处罚管理
办法（2018年修订版）》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344号
发文时间 2018-12-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总公司组
织绩效考核方案》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20〕260号
发文时间 2020-11-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信息管理和报
告管理暂行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583号
发文时间 2015-10-1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投后
管理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6〕354号
发文时间 2016-09-1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12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五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9〕350号
发文时间 2019-12-3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后续管理和退出安排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投后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6〕353号
发文时间 2016-09-1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投后
管理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6〕354号
发文时间 2016-09-1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保险子公司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7〕211号
发文时间 2017-10-1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实施细则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5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五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应急处置和危机解决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5〕514号
发文时间 2015-08-1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投后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6〕353号
发文时间 2016-09-1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风险管理
规定》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24号
发文时间 2018-08-2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资产托管机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8〕289号
发文时间 2018-1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机构选择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富保寿发〔2019〕156号
发文时间 2019-06-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管理能力
整体评估情况
我公司是2002年成立的全国性的寿险公司，2012年获得原保监会股权投资
能力备案并开展直接和间接股权投资业务。公司建立完善的投资相关制
度，将遵循风险可控、稳步推进的原则。在投资方式上，遵循间接和直
接投资并重的投资模式，在资产配置上，采取资产负债联动的资产配置
策略，依据保费久期匹配合适的投资组合。公司投资部门资产管理中心
下设股权投资业务部门和股权投后管理部门，股权投资团队配置人员
17名，具有3年以上股权相关经验的专职人员13人，其中专职投后管理人
员7人。团队主要人员熟悉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了
解股权业务流程和交易结构，具有承办投资股权业务的经验和能力。公
司具有清晰的战略发展目标，明确的区位、产业和金融优势，直接股权
投资方面主要投资非保险金融（银行、信托）、能源化工、科技等行业
；间接股权投资方面采取私募基金组合型配置，投资夹层基金、成长型
私募基金。公司具有多年开展股权投资的经验，具备部分行业及板块的
并购整合能力和跨业管理能力。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设置风险防御三道防线，各职能部
门作为风险管理第一道防线，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作为风险管理第
二道防线，保控审计稽核中心为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形成了完整的全
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风险管理部在首席风险官的直接领导下，牵头负
责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具体事项，从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角度做必要评估
，保持风险管理部履职独立性。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
管规定，我公司对股权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
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

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已通过《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
险管理办法》（以下制度省略公司全称），建立了全
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董事会对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及
工作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最终责任，董事会审计与风
险管理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下履行相应职责，管理
层负责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统筹落实，首席风险官主
持并领导风险管理部具体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专
项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相应专项风险的管理，相关职能
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从而形成分工明确、相互
协作、高效执行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公司《市
场风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市场风险的管理原则、
职责分工、管理内容、识别与计量、监控及报告等要
求，明确了利率风险管理、权益价格风险管理、房地
产价格风险管理、境外资产价格风险管理及汇率风险
管理等风险管理体系。公司《信用风险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了市场风险的管理原则、职责分工、管理内容
、识别与计量、监控与报告等要求；管理内容包括信
用评级管理、信用风险限额管理、投资交易对手资信
管理、再保险交易对手资信管理等。公司《流动性风
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原则、组
织架构及职责、管理内容及方法、监测与报告、流动
性风险预警及应急计划、非保险控股子公司流动性管
理等要求；管理内容及方法具体包括风险偏好管理、
日常现金流管理、业务管理、投资管理、融资管理、
再保险管理、现金流匹配管理和压力测试等。公司《
汇率风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汇率风险管理原则、
汇率风险管理部门及职责、汇率风险识别评估及控制
措施、协调及报告机制。公司《风险偏好体系管理办
法》明确了风险偏好体系，由上至下包括风险偏好、
风险容忍度、关键风险指标及其限额等三个部分。公
司已制定《风险偏好陈述书》，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
制定风险偏好体系，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从盈利能力、资本管理、流动性风险、风险管理等
维度确定风险容忍度及其阈值，全面、持续进行风险
管控。公司《关键风险指标及其限额实施方案》共设
置关键风险指标128个，明确了各项指标的口径、预
警及超限额区间、报送频率、数据来源部门、指标管
理部门等要素，设置了预警处置机制、超限额处置机
制和限额调整机制，持续开展关键风险指标监测管理
工作。公司《风险管理报告管理办法》明确了风险管
理报告组织及职责、报告内容及频率、报告流程等。
公司已制定《公司2020年一揽子绩效考核办法》，包
括《2020年度总公司组织绩效考核方案》、《2020年
度人事考核方案》等方案。

风险管理系统

公司已搭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风险测算、风险
评估、风险监控、风险报告及系统支持等主要功能
，容忍度测算、关键风险指标的监测跟踪、风险综合
评级数据报送、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模块均已
嵌入其中，实现对七类专项风险的列示、分析和预警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已形成完整的闭环，包括风险识
别、分析、评价、监测、预警及风险报告功能。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