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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 26 号 

6 层 663 室 

（二）法定代表人：     孙培坚            

（三）经营范围及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

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

康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

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2．经营区域：       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四川省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 

股权类别 股份或出资额（万股） 占比（%） 

内资法人持股 77,051.00 77.05 

内资自然人持股 - - 

外资股 22,949.00 22.95 

其他 - - 

合计 100,000.00 100.00 

 

2．前十大股东 

股东名称 
季末持股数量或出

资额（万股） 

季末持股比例

（%） 

1.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77,051.00 77.05 

2.德国安联保险集团 22,949.00 22.95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1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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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姓名：丁亮 

2．联系方式：  021-3396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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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333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8,953.43 41,824.7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24 33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8,953.43 41,824.7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 B 级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42,373.64 21,472.35 

净利润（万元） -7,516.82 -4,234.68 

净资产（万元） 56,533.00 63,914.60 

三、实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182,115.16 158,901.39 

认可负债（万元） 129,813.29 99,132.24 

实际资本（万元） 52,301.87 59,769.15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52,301.87 59,769.15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四、最低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万元） 23,348.44 17,944.42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2,238.72 17,091.55 

      1）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0,975.38 15,898.27 

      2）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094.06 1,737.02 

      3）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603.86 1,769.0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109.71 8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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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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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B 级。 

公司 2017 年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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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开展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

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70.02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3.99 分，风险

管理目标与工具 6.77 分，保险风险管理 7.27 分，市场风险管理 7.1 分，信用风险管

理 7.58 分，操作风险管理 6.58 分，战略风险管理 6.52 分，声誉风险管理 7.09分，

流动性风险管理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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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公司目前已制定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政策，及各大类风险管理制度。公司于 2017年

第 3 季度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政策、保险风险管理办法、市场

风险管理办法、信用风险管理办法、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战略风险管理办法、声誉风

险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风险管理制度的更新，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

度体系与公司业务经营、管理流程、风险水平的匹配度进一步提升，2017 年风险管理

制度体系全面完善阶段执行完毕。 

2．管理流程的梳理与优化 

公司继续以偿二代体系为引领，将其核心内容，例如组织架构、治理制度、风险

报告、日常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培训工作、绩效考核等纳入公司的风险管理框架。

在落实偿二代项目的过程中，公司逐步优化常规运作环境下各部门在风险管理流程上

的职责分工。 

 

2017年 3季度公司更新后发布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对各项各大类风险的

实际管理操作流程作出了明确规定，各部门管理职责与管控内容逐条进行了强化，公

司风险管理流程基本梳理完毕。  

3．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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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年偿二代风险管理工作重点为根据集团公司、公司偿二代领导小组的管

理要求，结合公司实际风险水平，进一步强化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完善总分

公司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更新风险偏好，优化风险管理制度，健全并实施重点风险管

理工作流程。 

公司不断推进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工作。对于已经正式实施的制度，各

部门按照制度中规定的各项风险管理流程，落实岗位责任，执行风险管控，提供风险

信息，公司风险管理部门通过参与、评估、检查、控制各项业务流程，监督各项风险

管理制度的执行，确保风险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3 季度公司各项风险管理制

度的执行工作开展顺利，各部门能够执行各所属领域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估、控制

和报告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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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38 

2. 综合流动比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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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62 410 11,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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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 1,328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目前在基本情景及各压力情景下，本公司的净现金流均为正值，始终保持良好的流动性。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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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目前保监会未对我司采取监管措施。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