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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90 号交银大厦南楼
（二）法定代表人
顾越
（三）经营范围及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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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经营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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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000

100

内资自然人持股

-

-

外资股

-

-

其他

-

-

合计

1,947,000

100

内资法人持股

2．前十大股东
股东名称

季末持股数量或出资额（股）

季末持股比例（%）

19,178,214,743

98.50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90,874,742

0.47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620,982

0.46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586,361

0.31

50,703,172

0.26

19,470,000,000

100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合计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98.5%的股权，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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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35.70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6,490

52.13

上海聚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8

25.20

中道汽车救援产业有限公司

1,280

20.32

太平洋裕利安怡信用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550

51.00

20

6.16

20,000

99.00

上海滨江祥瑞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新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和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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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马欣：1973 年 4 月出生，硕士学位，2018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69 号）。马欣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太保寿险董事，长江养老董事。马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西安分公司城南
支公司经理助理、人险综合管理部、团险部经理助理、人险城东支公司副主任、
营销管理部副经理，太保寿险西安分公司个人业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太保寿
险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集团转型总监、战略转型办公室主任、战
略企划部总经理等。
吴俊豪：1965 年 6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2012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796 号）。吴俊豪先生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金
融管理部经理，太保集团非执行董事，太保寿险董事。目前，吴俊豪先生还担任
上海诚毅新能源创业投资公司董事，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新申创业
投资公司董事，上海诚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等。吴先生曾任上证所和联交所上市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
久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张卫东：1970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2018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3 号）。张卫东先生现任太保集团首席风险官、合
规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长江养老董事。张先生
曾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太保集团法律合规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太保寿险董事会秘书，太保资产董事会秘书
等。
张远瀚：1967 年 11 月出生，硕士学位，2018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68 号）。张远瀚先生现任太保集团财务负责人、总
精算师，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太保安联健康险总精算师。张先生曾任
花旗集团旅行者保险-花旗保险总部精算师，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上海）总精算
师、副总经理、副总裁，生命人寿保险总精算师，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总精算师，太保安联健康险首席风险官等。
俞斌:1969 年 8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9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804 号）。现任太保集团副总裁。俞先生曾任本
公司非水险部副总经理、核保核赔部副总经理、市场研发中心总经理、市场部总
经理，本公司市场总监、副总经理，太保集团助理总裁等。
顾越：1965 年 6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5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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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228 号）。顾越先生还担任太保香港董事长，
太保资产董事。此前，顾越先生曾担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太保寿险监事长、
董事，太保资产监事长，太保安联健康险董事，太保集团董事会秘书、审计总监、
审计负责人、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常务副总裁等。
盛亚峰：1965 年 7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18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2 号）。盛亚峰先生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盛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国内业务二部总经理助理、国内业务一部总经理
助理、车险部副总经理，本公司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销售管理部总经理、产品事业中心及意外健康险部总经理，本公司理赔
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
2．监事基本情况：
孙培坚：1963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9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
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803 号），10 月任本公司监事长。现任
太保安联健康险公司董事长，太保寿险监事长。孙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再保险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保集团再保险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集
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合规总监、副总裁，太保产险董事，太
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太保安联健康险公司总经理等。
李淑会：1972 年 7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8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
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25 号）。李淑会女士现任本公司财务
部总经理，太保在线监事，安信农保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女士曾任太保集
团审计中心/审计技术部总经理，太保安联健康险监事，长江养老审计责任人，太
保养老投资监事，安信农保监事。
鲁宁：1968 年 9 月出生，大学学历，2018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5 号）。鲁宁先生现任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资产部部长。鲁先生曾任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世博兴云房地产开
发公司销售主管、深圳兴云信公司销售主管，兴云公司投资策划部副部长、部长、
世博兴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兴云公司副总经理、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公
司总经理，合和集团酒店地产部部长。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顾越：1965 年 6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5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228 号）。顾越先生还担任太保香港董事长，
太保资产董事。此前，顾越先生曾担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太保寿险监事长、
董事，太保资产监事长，太保安联健康险董事，太保集团董事会秘书、审计总监、
审计负责人、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常务副总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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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亚峰：1965 年 7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18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
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10 号）。盛亚峰先生还担任本公司
董事。盛亚峰先生曾任太保产险公司国内业务二部总经理助理、国内业务一部总
经理助理、车险部副总经理，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产险市场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销售管理部总经理、产品事业中心及意外健康险部总经理，太保产险理
赔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
宋建国：1966 年 12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2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农险）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1〕380 号）。宋建国先生还担任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前，宋建国先生曾任太保产险公司海南分
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公司财产责任险部总经理、太保产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
理、太保产险公司销售总监、太保产险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党委书记。
张东：1963 年 10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4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综合管理）兼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750 号，
保监许可〔2014〕753 号）、首席风险官、转型推广总监。此前，张东先生曾任太
保寿险公司销售总监兼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太保寿险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太保资产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工会主席，太保集团公司纪委委
员、工会副主席，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曾义：1965 年 6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7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营运）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43 号）。此前，曾义先生曾任太
保产险营运总监、车险业务总监，重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孙海洋：1961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4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
总经理助理（非车险）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753 号）。此前，孙海洋
先生曾任太保产险公司销售总监兼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苏州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
席于林：1962 年 11 月生，大学学历，2015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车
险）（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43 号）、2017 年 8 月起兼任太平洋保险
在线服务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太保产发〔2017〕245 号）。此前，席
于林先生曾任太保产险苏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森：1970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5 年 10 月起任本公司总
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949 号）、2017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
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520 号）。陈森先生还担任安信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陈森先生曾任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总精算师等职。此前，陈森先生曾在佳达再保险经纪公司美国纽约总
部、瑞士再保险公司北美总部等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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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1969 年 2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8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780 号）。此前，陈辉先生曾任太
保产险北京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太保产险河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渝：1965 年 4 月出生，大学学历。2019 年 10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非
车险）
（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826 号）。此前，张渝先生曾任太保产
险苏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苏州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分
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苏占伟：1966 年 6 月出生，硕士学位。2019 年 10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非车险）
（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841 号）。此前，苏占伟先生曾任
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产险办公室主任兼董
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主任、企业客户部/银行保险部总经理。
许志春：1962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19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
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956 号）。此前，许志春先生曾
任太保产险无锡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产险理赔部总经理、车险理赔部
总经理，太保产险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营运中心、营运中心上海分中心
总经理。
王明超：1976 年 10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9 年 5 月起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367 号），王明超先生还担任
太保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太保安联健康险董事。此前，王明超先生曾任太保
寿险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上海分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太保安联健康险合作业
务部总经理、上海营业部总经理、销售总监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姓名：陈莫
2．联系方式：021-33966153
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上季度（末）数

212%

221%

2,202,836

2,238,783

263%

275%

3,202,836

3,238,783

3,776,904

3,779,039

净利润（万元）

57,707

154,213

净资产（万元）

4,227,143

4,155,73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B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5

三、实际资本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项目

18,849,546

19,075,019

认可负债（万元）

13,684,932

13,987,840

实际资本（万元）

5,164,614

5,087,179

4,164,614

4,087,179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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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779

1,848,396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990,441

1,875,402

1）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467,797

1,367,546

2）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69,566

414,433

3）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705,197

717,42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8,662

-2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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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公司 2020 年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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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原保监会对我司开展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
经评估，我司 2018 年得分为 82.88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73 分，风
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55 分，保险风险管理 8.60 分，市场风险管理 8.32 分，信用风
险管理 8.38 分，操作风险管理 7.66 分，战略风险管理 8.68 分，声誉风险管理 8.2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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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公司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重大风险防范等方面主要采取如下工作
措施：
一是完善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公司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结合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的要求，进一步
完善突发事件应对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公司制定涉刑案件管理办法，修订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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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操作风险管理。
二是通过科技赋能，提升重点领域的风险管理能力：发布货运汽车行驶风险
白皮书，提升车险风控能力；创新发布“e 农险 FAST”，提升农险风控能力。
三是开展各类自查、排查：公司先后组织开展保险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
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回头看”，以及覆盖业务领域、管理环节、销售行为等
重点领域的风险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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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87

净现金流（万元）

2．综合流动比率
项目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 年内

1 年以上

47.1%

37.2%

247.3%

3．流动性覆盖率
项目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压力情景二

430.8%

307.3%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现金流量状况
本季度公司现金净流出 24.6 亿元，其中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为
390.9 亿元，同比增加 22.6%，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为 209 亿元，同比
增加 18.5%；本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同比减少 44.2 亿元。
本季度投资活动净现金流入 4.0 亿元，其中收回投资和取得投资收益的现金流
入 61.7 亿，投资支付的现金流出 55.3 亿。
本季度筹资活动净现金流出 4.6 亿元，主要为偿还配置回购金融资产债务及支
付利息影响。
2．流动性指标分析
公司在战略资产配置管理的投资资产中，均配置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以
满足 流动 性需 求，未来一个季度压力情景一和 压力情景二下的流动性覆盖率 为
430.8%和 307.3%，能够满足短期内业务波动的现金流需求。
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公司注重日常现金流管理，通过合理安排经营活动、投
资活动和融资活动等各类现金流，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履行包括退保、保险的赔
付或给付等支付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流动性风险状况的变化，提高风险管理能
力。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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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未发生中国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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