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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一) 股权结构及股东 

1. 股权结构 

单位：万股 

股权类别 股份或出资额 占比（%） 

国家股 - - 

社团法人股 342,494.87 97.04 

外资股 10,436.43 2.96 

自然人股 - - 

其他 - - 

合计 352,931.30 100.00 

2.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数量 状态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54,571.36  正常 

北京九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社团法人股  54,901.83  正常 

浙江华升物流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42,140.73  正常 

巨化控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36,900.00  正常 

连云港同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8,300.00  冻结 

连云港市宾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2,400.00  冻结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外资股  10,436.43  正常 

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9,608.00  正常 

浙江建艺装饰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1.95  冻结 

三门金石园林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4,700.00  正常 

杭州冠重铸机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971.00  正常 

合计 —— 352,931.30 —— 

(二)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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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单位：万股 

公司名称 
期初持股     

数量 

期初持股比例

（%） 

期末持股  

数量 

期末持股比例

（%） 

浙江联创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2,000.00 100.00 

(四)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1. 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8 位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冯新生：65 岁，大专，董事长，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冯新生先生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多年在邮政系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曾任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董事、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精通寿险业经营管理，熟悉

寿险行业规则。 

夏永潮：46 岁，研究生，副董事长，2007 年 6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7〕

804 号。夏永潮先生为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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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占斌：60 岁，研究生，董事，2007 年 6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7〕

804 号。菅占斌先生为北京九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张勇：52 岁，大学本科，执行董事，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张勇先生自 2015 年 8 月起任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5]845 号。 张勇先生从事财务工作多年，曾任中国兵器集团内蒙古北

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中国兵器集团西安光电集团总会计

师，中宏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孙积禄：55 岁，大学本科，独立董事，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孙积禄先生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民商法专业。现任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

授。孙积禄先生著有《保险法原理》、《保险法》全国统编教材，对保险行业法规及各

项规定有着深入的认识。 

刘心稳：60 岁，大学本科，独立董事，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刘心稳先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刘

心稳先生从事教育科研事业三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民商法律专业理论和处理民商法案

件的丰富经验，在保险法方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务经验。  

刘舵：39 岁，研究生，独立董事，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刘舵先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舵先生现于北京

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律师职务，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律师实务经验，

多年在大中型企业及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或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李卫红：46 岁，大学本科，独立董事，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李卫红女士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李卫红女士长期从事财务工作，

在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有任职经验，曾任中国物资出版社副社长兼财务总监，现任龙尼

泰（北京）税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职务。具有丰富的财务、税务筹划及审计的经验，

且多次参加财政部经建司组织的国家重点项目评审工作。  

2. 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 3 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周英：62 岁，研究生，监事会主席，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周英先生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曾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国有企业监

事会五办主任、中国人寿集团第三巡视督导组组长、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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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纪委书记、合规负责人等职务。 

李忠国：63 岁，研究生，监事会副主席，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5〕339 号。李忠国先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商业经济专业。长期从事

经济工作，曾任国家经贸委干部、中国建材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航空集团

副总经理、外部董事、顾问等职务。 

余跃年：55 岁，研究生，监事，2015 年 4 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339 号。余跃年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博士，中国精算师。长期在保险行业工作，

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师，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团险部高级经理，信泰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总裁协理等职务。 

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朱岩芹：49 岁，本科。2015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5]1132 号。曾在工商银行任职多年，后任职于太平人寿、信泰人寿。报告期内负

责公司银行保险业务，并分管电子商务、健康产业、产品创新、运营管理及客户服务

工作。 

卢玉：40 岁，本科。2015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5]825 号。曾任神州大地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九州华伟创业投资公司投资总监，宝

恒集团副总经理。报告期内分管公司投资业务。 

陈尉华：43 岁，硕士研究生。2016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精算临时负责人。曾在太平

洋集团任太平洋保险公司精算处副处长、太平洋人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市场部总经

理等职务，后至东吴人寿任副总裁、总精算师等职务。报告期内负责公司精算工作。  

周卫云：53 岁，硕士研究生。2015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助理总裁、董事会秘书，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339 号、保监许可〔2015〕313 号。曾任衢州市财政局副

局长、副局长兼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衢州地税局副局长、巨化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报告期内分管董办工作。 

尹登成：53 岁，硕士研究生。2015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助理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许可[2015]410 号。曾在国家教育部规划办公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计划财务司、

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等单位任职，此后在北京南大苏富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等公司担任高层管理岗位。 

王国根：55 岁，工商管理硕士。2011 年 1 月起任公司助理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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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寿险〔2011〕94 号。在三十多年的保险从业经历中，历任中国人保、中国人寿、

太平人寿等各家保险企业的业务管理、企划宣传、教育培训、后援服务等管理和领导

工作。报告期内负责公司中介业务。 

张志明：54 岁，工商管理硕士。2012 年 2 月起任公司助理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12〕194 号。先后就职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民生人寿、国华人寿，长

期担任领导职务。 

庄新宏：49 岁，本科。2015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助理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5〕1132 号。从事保险工作 20 多年，曾任于中国人寿、太平人寿、信诚人寿、

信泰人寿和国华人寿等公司。报告期内负责公司个险业务。  

郭凤民：42 岁，本科。2015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5]1100 号；2015 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助理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5]1220 号。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多年，曾任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及集团公司财务经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报告期内负责公司财务工作。  

张静波：53 岁，工商管理硕士。2010 年 9 月起任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寿险〔2010〕1182 号。2012 年 5 月起同时任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法规〔2012〕627 号。从事保险行业近三十年，先后就职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

新华人寿、合众人寿，熟悉人寿保险运作。报告期内负责公司审计稽核、合规管理和

风险管理工作。 

二、 主要指标 

(一) 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81,750.38  63,480.00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43.39 137.2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01,750.38  83,480.0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54.00 148.96 

(二) 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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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保险业务收入 48,114.36 32,215.03 

净利润 -45,713.55 48,106.06 

净资产 354,380.62 306,818.67 

(三)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关于 2015 年第 4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知》（财会部函〔2016〕217

号），公司 2015 年第 4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B类。 

三、 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认可资产 2,702,905.90 2,315,454.16 

认可负债 2,412,745.62 2,061,479.76 

实际资本 290,160.28 253,974.4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70,160.28 233,974.40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20,000.00 20,000.00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 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88,409.90 170,494.4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4,596.29 25,654.5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417.88 390.2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57,497.71 146,754.62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72,979.62 72,2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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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3,103.91 52,436.08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3,977.69 22,088.54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 - 

附加资本 - - 

其中：逆周期附加资本 - - 

D-SII 附加资本 - - 

G-SII 附加资本 - - 

其他附加资本 - - 

最低资本 188,409.90 170,494.40 

五、 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关于 2015 年第 3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知》（财会部函〔2015〕1251

号），公司 2015 年第 3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B类。 

根据保监会《关于 2015 年第 4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知》（财会部函〔2016〕217

号），公司 2015 年第 4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B类。 

六、 风险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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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保

监会尚未对公司进行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此部分内容暂不披露。 

七、 流动性风险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净现金流 1.

1) 报告期实际净现金流 

单位：万元 

指标 本季度 上季度 

实际净现金流 459,670.66 216,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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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景下未来预计净现金流 

单位：万元 

指标 未来 1 季

度 

未来 2 季

度 

未来 3 季

度 

未来 4 季

度 

报告日后第 2

年 

报告日后第

3 年 

基 本 情

景 预 计

净 现 金

流 

325,004.62 198,069.64 233,844.36 762,263.83 1,029,861.85 928,869.30 

3) 压力情景下未来预计净现金流 

单位：万元 

指标 
未来 1 季

度 

未来 2 季

度 

未来 3 季

度 

未来 4 季

度 

报告日后第

2 年 

报告日后

第 3 年 

必测压力

情景 1预计

净现金流 

 

8,963.33  

 

6,519.29  

 

48,044.69  

 

-4,524.40  

 

-492,803.01  

 

-168,668.43  

必测压力

情景 2预计

净现金流 

 

315,273.84  

 

183,407.37  

 

214,469.40  

 

743,947.57  

 

977,049.97  

 

853,969.28  

自测压力

情景净现

金流 

 

324,931.32  

 

198,069.64  

 

233,917.66  

 

762,263.83  

 

1,029,861.85  

 

928,869.30  

注：压力情景 1：签单保费较去年同期下降 80%，同时退保率假设为基本情景的 2 倍（但退

保率绝对值不超过 100%）。  

压力情景 2：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回本息。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定期

存款、协议存款、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 

自测压力情景：预测期内权益类资产价格下降 50%。 

 综合流动性比率 2.

指标 3 个月内 1 年内 1-3 年内 3-5 年内 5 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 1839.50 393.48 77.32 47.09 5.41 

 流动性覆盖率 3.

指标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 1(%) 5937.55 

压力情景 2(%) 5011.49 

注：报告期内公司未开展投连险业务。 

(二) 流动性风险分析与应对措施 

基本情景、必测压力情景 2和自测压力情景下，公司预测净现金流持续为正，必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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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1下，预测未来 4季度及报告日后第 2年、第 3年净现金流为负。这是由于在必测压力

情景 1假设下，公司新业务保费规模和退保规模均出现较大不利变动。公司将密切关注新业

务保费收入和退保率情况，积极拓展和维护各销售渠道，提升业务质量，降低退保率。同时，

公司将在保证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完善资产负债匹配，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的监控，保证客户

利益的实现。 

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未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