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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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100.00 

外资股 - - 

自然人股 - - 

其他 - - 

合计 5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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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19.05 部分被质押 

北京九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社团法人股 99,000.00 部分被质押 

浙江华升物流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74,500.00 部分被质押 

利时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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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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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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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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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 

增加 

本期 

减少 

期末持股  

数量 

期末持

股比例

（%） 

浙江联创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 - 5,000.00 100.00 

嘉兴信业领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1,899.05 100.00 - - 51,899.0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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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9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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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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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1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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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6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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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9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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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1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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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8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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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1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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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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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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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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纪委书记、合规负责人等职务。  

李忠国：1952 年 11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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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4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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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9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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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管中介业务和电子商务工作。 

卢玉：1975 年 11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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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3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16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精算临时负责

人,2016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317 号； 2016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36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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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管

产品、运营管理和客户服务工作。 

周卫云：1962 年 1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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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新宏：1966 年 9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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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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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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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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1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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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起任公司首席风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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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28.49 336,944.2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77.68 192.72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98,228.49 336,944.2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77.68 192.72 

 

(二) 其他指标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保险业务收入  235,901.61   56,222.94  

净利润  -21,665.28   34,563.99  

净资产（期末）  658,807.02   683,4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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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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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0,848.94 3,225,469.72 

认可负债 2,678,698.82 2,525,112.33 

实际资本 682,150.12 700,357.39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682,150.12 700,357.39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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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10.20   355,451.06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9,282.70     33,675.8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655.54     641.3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234,063.84 214,721.53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46,868.97 243,744.91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22,804.74 115,046.09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22,556.11 22,286.5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8,411.43 7,962.10 

附加资本 - - 

其中：逆周期附加资本 - - 

D-SII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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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II 附加资本 - - 

其他附加资本 - - 

最低资本 383,921.63  363,413.16  

 

五、 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 2016年第 3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 B类，2016年第 4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 B类。 

六、 风险管理状况 

(一)  最近一次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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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评估，我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分结果最终得分为 75.52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

境 14.32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6.5分，保险风险管理 7.89分，市场风险管理 7.4分，

信用风险管理 7.47分，操作风险管理 8.04分，战略风险管理 8.23分，声誉风险管理 8分，

流动性风险管理 7.66分。 

(二)  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进展 

为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一是建立健全

制度。公司新建和修订了部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包括公司《2017 年度风险偏好

陈述书》、《资产负债管理办法（2017版）》、《市场风险限额管理暂行办法》、《产品开发管理

办法（2017暂行版）》、《声誉风险管理制度》等。二是对 2016年度 SARMRA监管评估结果向

总公司各部门进行了通报，传达了监管评估反馈的主要问题和整改要求，组织各部门逐项制

定了整改计划，并推动落实，切实提高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持续推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在报告期内公司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2期开发已顺利完成，系统将在测试完成后正式上

线。 

 

 



       

8 

 

七、 流动性风险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净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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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08.12 310,0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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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65.46 -254,652.77 -118,900.50 10,413.19 429,745.79 629,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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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51.30 -388,171.69 -248,100.87 -435,500.09 -537,815.73 -225,192.09 

必测压力

情景 2预计

净现金流 

288,796.61 -258,266.47 -127,561.76 -7,243.87 403,794.59 600,313.73 

自测压力

情景净现

金流 

12,982.45 -391,785.39 -256,762.13 -453,157.15 -563,766.93 -253,887.81 

 

注：必测压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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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测压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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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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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压力情景：必测压力情景 1 和必测压力情景 2 假设情景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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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2 64.53 38.94 37.61 5.11 

 流动性覆盖率 3.

指标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 1(%) 2754.73 

压力情景 2(%) 24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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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测净现金流未来 2、3季度为负，其余均为正； 

必测压力情景 1，公司预测净现金流未来 2、3、4 季度，报告日后第 2、3 年为负，其

余均为正； 

必测压力情景 2，公司预测净现金流未来 2、3、4季度为负，其余均为正； 

自测压力情景下，公司预测净现金流未来 2、3、4季度，报告日后第 2、3 年为负，其

余均为正。 

主要由于基本情景下，公司侧重于上半年的业务推动，未来 1季度计划收入较高，净现

金流入集中在上半年，而未来 2、3 季度因退保业务较多使得净现金流为负；在必测压力情

景 1和自测压力情景下，因假设公司新业务保费规模下降幅度和退保规模增长幅度均出现较

大不利变动，致使公司预测净现金流未来 2、3、4季度、报告日后第 2、3 年为负。压力情

景 2下 4季度到期资产收回金额较大，在假设投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回时，会导致

公司净现金流未来 4季度为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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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以及上半年净现金流存量较

充沛，在保证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合理计划资金，保证流动性资产的充足性，完善资产负债

匹配，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的监控，确保各项业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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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