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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共和新路 3651 号农保大厦 

（二）法定代表人 

宋建国 

（三）经营范围及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涉及农村、农民的财产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

用业务 

2、经营区域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别 股份或出资额 占比（%） 

内资法人持股 70,000 100 

内资自然人持股 - - 

外资股 - - 

其他 - - 

合计 70,000 100 

 

2、前十大股东(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名称 季末持股数量或出资额 季末持股比例（%）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6,490.08 52.13% 

上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718.03 11.03% 

上海市闵行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5,365.19 7.67% 

上海农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01.72 6.00% 

上海宝山财政投资公司 3,150.84 4.50% 

上海嘉定广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504.59 3.58% 

上海奉贤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368.95 3.38% 

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5.88 2.89% 

上海汇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17.99 2.60% 

上海青浦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1,719.37 2.46%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2.13%的股权，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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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七）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胡晓璐 

办公室电话：021-66988251 

电子邮箱： huxl@aaic.com.cn 

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88% 286%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6,327 91,21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8% 286%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6,327 91,210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 B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24,626 46,033 
净利润（万元） 6,423 2,108 
净资产（万元） 135,744 128,958 

 

三、实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310,504 296,418 

认可负债（万元） 162,983 156,128 

实际资本（万元） 147,521 140,290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47,521 140,290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0 0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0 0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0 0 

四、最低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万元） 51,194 49,080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1,079 48,970 

      1）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4,974 42,279 

      2）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8,805 10,495 

      3）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7,275 6,088 

4）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9,975 9,893 

5）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15 110 

      附加资本（万元） - - 

      1）逆周期附加资本（万元） - - 

      2）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附加资本（万元） - - 

      3）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附加资本 （万元） - - 

      4）其他附加资本（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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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在保监会 2017 年第 1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在 2017 年

第 2 季度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最近一次公司偿付能力风向管理能力评估得分为 79.55 分。其中，风险管理

基础与环境 17.81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57 分，保险风险管理 8.22 分，市

场风险管理 8.01 分，信用风险管理 7.4 分，操作风险管理 7.06 分，战略风险管

理 7.87 分，声誉风险管理 7.35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27 分。 

（二）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报告期最新进展 

公司召开合规与风控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学习讨论《合规与风控工作委

员会工作规则》，审议《“合规风控代表”参与委员会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合规

风控工作机制；根据前期开展的 SARMRA 自评估过程中发现的薄弱点，讨论部署开

展 2017 年度 SARMRA 自评估整改工作，并要求在监管完成对我司的 SARMRA 评估工

作后，整体再回顾梳理公司还有待优化改进的方面，作为接下来风险管理工作的

重点，持续跟踪关注；为贯彻落实保监会和集团相关风险防控文件要求，听取“大

力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工作”专项工作进展情况，全面了解各项

检查的情况，要求对发现的风险隐患进行及时整改。 

公司召开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核《2017 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听

取公司偿付能力数据真实性自查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对偿付能力状况进行持续重

点关注，保持符合公司实际的稳定良好的偿付能力水平；听取公司近期的风险管

理状况及分类监管评估结果，对公司的风险管理工作的前期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

对公司的分类监管评估结果趋势进行分析，要求对风险综合评级的不足地方进行

改进，以便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稳中向上。 

公司总裁室办公会议听取公司前期重点风险防控任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并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对重点领域相关的风险防控工作做出进一步的具体部署与要求，

根据集团要求上报相关的计划与措施；根据集团的要求，风险管理部进一步优化

调整 2016 年度个别指标的风险限额，将根据优化调整的风险限额开展第三季度的

风险偏好体系监测工作；风险管理部按季度继续开展风险监测工作，并形成投资

月报、投资内控比例季报、保险资产风险五级分类报告、风险管理简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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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1、净现金流 

  
项目 本季度（末）数 

净现金流（万元） 10,277 

2、综合流动比率 

项目 3 个月内 

综合流动比率 459% 

3、流动性覆盖率 

项目 压力情景一 压力情景二 

流动性覆盖率 490% 450%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作为农业保险公司，公司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流动性风险： 

一是农险应收财政清算滞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险，2017年预计农险保费占比

超过60%，其中财政补贴占农险保费的70%左右。根据上海市制定的2016-2018年《上海

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政补贴采用当年预拨、第二年清算

的模式，因此，农险应收财政补贴滞后并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积极与

农委、财政等部门进行沟通，确定每次拨款的具体时限，使补贴款能尽早到位。为切

实加强和完善公司应收保费管理，提高保费实收率，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根据“主抓

源头、管控前移、落实考核”的原则，公司在本季度开展应收保费清理工作。 

二是农险大灾风险。公司农险业务集中在上海，由于承保地域的相对集中性以及

农险的特性，一旦发生大灾，会造成短时间内大量赔款需要支付。为此，公司建立了

一系列措施，在二、三季度台风高发期密切关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提前做好预警及

防灾减损工作；一旦出现大灾，公司也将会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进行理赔查勘，调度

资金安排，确保公司现金流的正常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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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季度，公司未收到保监会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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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未来公司将持续高度重视监管重点关注问题和内控建设，源头治理，以促进

公司整体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