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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及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合规，并对我们的保证承担共同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同时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

报告事项负直接责任。特此声明。 

 

1.各位董事对本报告的投票情况  

董事姓名 赞同 否决 弃权 

马欣 √   

王明超 √   

王勇 √   

张卫东 √   

张远瀚 √   

潘艳红 √   

合计 6   

填表说明：按董事审议意见在相应空格中打“√”。 

 

2．是否有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规性或对此存在异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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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 

股权类别 
期末股份或出资额

（万股） 
占比（%） 

期初股份或出资额

（万股） 
占比（%） 

内资法人持股 360,000.00 100.00 170,000.00 100.00 

内资自然人持股 - - - - 

外资股 - - - - 

其他 - - - - 

合计 360,000.00 100.00 170,000.00 100.00 

 

2．本季度末的前五大股东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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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183.60 85.051 

2.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53,816.40 14.949 

 

3．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是□  否■) 

4．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是否有股权转让情况？                                (是□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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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共 6 位董事）： 

马欣：男，1973年 4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21年 1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4号，2021年 6月起任本公司临时负责人，暂无批准文号。马先生

现任太保集团副总裁，太保寿险董事，长江养老董事。马先生曾任太保寿险西安分公司个人业务

部经理、西安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集团战略企划部

总经理、战略转型办公室主任、转型总监、董事会秘书，太保产险董事等。 

王明超：男，1976年 10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

2019年 10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19]856号。王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市场副

总监。王先生曾任太保寿险人力资源部干部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党务工作部/组织干部部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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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部长，上海分公司资深副总经理，本公司合作业务部总经理、上海分公司（营业部）总经

理、销售总监、寿险个人合作业务中心（SBU）组长等，太保产险董事会秘书，太保集团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等。 

王勇：男，1974年 7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21年 1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942 号。王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太保寿险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太保集团董事长秘书、党务工作部部长、员工工作部总经理、党委办公室

副主任、党群部部长，太保产险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太保集团信息技术中心党委副书记，太保寿

险苏州分公司资深副总经理等。 

张卫东：男，1970年 10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2021年 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银保监复〔2021〕341号。张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合规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太保产险董事、太

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长江养老董事。张先生曾任太保集团法律合规部总经理、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风险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太保产险董事会秘书，太保寿险董

事会秘书，太保资产董事会秘书等。 

张远瀚：男，1967年 11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资格、美国精算师学

会会员资格，中国精算师协会理事，2021年 4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

[2021]280号。张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公司董事、太保寿险公司

董事、太保资产公司董事。张先生曾任本公司总精算师、精算临时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光大永

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精算师，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生

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副总经理、副总裁，花

旗集团旅行者保险-花旗保险总部精算师等。 

潘艳红：女，1969年 8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并拥有中国

注册会计师资格，2015年 3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263 号。潘女士现任

太保寿险公司董事长，长江养老公司董事，太保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潘女士曾任太保集团常务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公司董事，太保寿险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副总监、经营

委员会执行委员、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等。 

2．监事基本情况（共 3位监事）： 

顾强：男，1967年 1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2021年 3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长，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165号。顾先生现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顾先生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保险教研室教师，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万国证券公司国际

业务部经理，美国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等。 

胡霜竹：女，1980年 9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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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金融风险管理师、国际注册风险管理确认师资格，2016 年 8 月起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

号保监许可[2016]814号。胡女士现任太保集团审计中心审计技术部内控首席审计师。胡女士曾任

普华永道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太保集团审计中心审计业务部首席审计师等。 

薛咏贤：女，1976年 11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7年 2月起任公司职工监

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161号。薛女士现任本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寿险个人合作业

务中心组长。薛女士曾任本公司销售管理部总经理、太保寿险团体业务部企划培训部副总经理、团

体业务部意外险部总经理助理、团体业务部直销督导部总经理助理兼高级经理、团体业务部处长等。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共 8位高级管理人员）： 

马欣：男，1973年 4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21年 1月起任公司董事长，任

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4 号，2021年 6月起任本公司临时负责人，无批准文号。马先生现任太

保集团副总裁，太保寿险董事，长江养老董事。马先生曾任太保寿险西安分公司个人业务部经理、

西安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集团战略企划部总经理、战

略转型办公室主任、转型总监、董事会秘书，太保产险董事等。 

李洁卿：男，1968年 11月出生，拥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16年 05月起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450 号，2021年 08月起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无

批准文号。李先生曾任太保集团风险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太保产险董事，

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管理董事，本公司董事等。 

周斌：男，1966年 4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2016年 05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

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450 号。周先生现任上海太保蓝公益基金会理事。周先生曾任太保集团信息

技术中心人力资源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上海市金融工委干部人事处副处长（挂职），太保集团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本公司首席风险官等。 

宋全华：男，1973 年 2 月出生，拥有本科学历、硕士学位。202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691号。宋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办公室秘书处秘书，太

保寿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大连分公司总经理、总部党务工作部部长、新渠道业务部总经理、

法人渠道业务市场部总经理、健康养老事业中心副总经理、团体业务事业中心副总经理、太平洋医

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尹艳玲：女，1972年 6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资格，2021年 9月

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729 号，2022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精算临时

负责人，无批准文号。尹女士曾任太保集团计划财务部精算管理处处长、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

财务投资部/精算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财务管理部/精算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风险管理

部/风险监控部副总经理、财务管理部/精算部总经理、精算部总经理，太保寿险精算部总经理，本

公司临时财务负责人等。 

周卿：男，1978年 1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法律职业资格，2015年 0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167号。周先生现任本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先生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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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集团投资者关系部副总经理，本公司行政人事部总经理、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北

京分公司总经理等。 

文琴：女，1975年 10月出生，拥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法律职业资格，2019年 09月起任

本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19]796 号。文女士现任本公司法律责任人、风险合

规部总经理。文女士曾任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责任人、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国泰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责任人、法律合规部助理总经理等。 

蒋洪浪：男，1964 年 11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审计师职称，2019年 01

月起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19]128号。蒋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数字化审计

技术部总经理。蒋先生曾任太保集团审计部资深审计师、审计管理部副总经理、远程审计部总经理

等。在此之前，蒋先生曾任贵州工业大学应用数学所副教授等。 

（四）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有□   无■） 

联营企业：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我司于 2016 年 1 月完成了对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的参股

投资，持股金额 1亿元，持股比例 20%。 

本季度无变化。 

（五） 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有□   无■）  

  我司报告期内无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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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及监测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报告期的实际净现金流（万元） -153,836.93 -7,315.22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158    -118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116 991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169 290 

必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1556 1695 

必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328 318 

自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1313 1424 

自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368 353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

（未来 3 个月） 313 989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

（未来 12 个月） 76 180 

自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

（未来 3 个月）   306     845   

自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

（未来 12 个月） 199 251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万元） 15,180.57 -11,188.84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8.67 -18.93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下季度预测数 

认可资产（万元）  1,081,102.21   1,104,876.04  1,094,539.03    

认可负债（万元）  764,056.76   982,512.51  775,332.04    

实际资本（万元）  317,045.45   122,363.53  319,206.99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304,059.56    109,874.29  306,635.25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12,985.89 12,489.24 12,571.74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 

最低资本（万元）     107,676.27        97,083.56    109,984.53 

  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06,206.80        95,766.77    108,490.8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469.47 1,316.79 1,493.73 

  附加资本最低资本（万元） - - - 

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96,383.29 12,790.73 196,650.72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09,369.18 25,279.97 209,222.4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82 113 27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94 126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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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退保率 0.01 -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5.28 19.02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2.58 1.06 

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 -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 - 

应收款项占比(%) 17.45 23.53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3.91 3.82 

 

 

（三）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08,626.47     251,843.67   

净利润（万元） 

总资产（万元） 
  1,975.50 

1,094,059.63   

  3,049.87 

1,094,059.63   

净资产（万元） 

保险合同负债（万元） 
   334,238.90 

366,538.31     

   334,238.90 

366,53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净资产收益率（%）  0.83   1.28  

总资产收益率（%）  0.18   0.29  

投资收益率(%) 1.19   2.04  

综合投资收益率(%)  1.6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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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类型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2022 年截至 6 月末，保险业务收入 251,843.67 万元，原保费

52,593.69万元，分入保费 199,249.98万元，总资产 1,094,059.63万元。现已正式开业 4家省级

分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属于Ⅱ类

保险公司。 

2022 年第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B 类。2021 年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

（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A类。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实施进展 

2022 年二季度公司按照偿二代 II 期规则，积极推进和落实各项风险管理措施，在风险管理

制度体系、风险偏好体系和风险管理报告体系方面不断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和流程建设。一是公司根

据偿二代要求以及集团风险管理制度要求，完成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政策、七大类风险管理办法的

修订工作，公司主体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切换至偿二代 II期。同时，公司稳步推进更新相关配套制

度包括：建立了风险管理培训制度、修订了风险偏好体系管理办法、风险管理绩效考核办法、风险

报告工作规程、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发展规划工作管理办法等，并部署安排了各项与偿付

能力风险管理相关的其他制度进行了评估并制定了完善计划。公司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在适配偿二

代 II 期和当前公司实际风险水平方面得到了有效的加强。二是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风险偏好体系，

根据 2022年度风险偏好声明，优化了风险偏好传导机制和模型，通过定量和定性方法将风险容忍

度、监管要求、公司实际风险管理需要传导风险限额体系，制定并印发了 2022年度风险限额体系，

在全司范围内对风险限额管理机制和要求开展了培训和宣导，明确了总部各部门、各机构 2022年

内的具体风险管理工作目标，推动风险偏好要求与经营决策的不断融合。三是公司优化了风险管理

报告体系，按照压实主体责任，筑牢风险防线的集团一体化风控理念和思路，公司改进了风险管理

报告机制，按照“谁负责谁报告”的原则，由各大类风险的牵头管理部门监测风险信息、测算风险

数据、提示风险隐患、制定管控措施、编制风险报告，风险合规部按照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对高风险

领域提出重点管控建议，从而使公司风险管理工作与风险防线实现更加深入贴合，从前端加强了风

险的前置管控。 

2022年二季度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运作有效，各项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均能够按照风险管理制

度体系规定执行，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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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 2021 年 SARMRA 评估结果 

公司 2021年度按照监管通知继续沿用 2017年 SARMRA 监管评估结果，为 78.96 分。其中，风

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07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54 分，保险风险管理 8.02 分，市场风险

管理 8.00 分，信用风险管理 8.00分，操作风险管理 8.36 分，战略风险管理 8.08 分，声誉风

险管理 8.22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68 分。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公司 2021 年 4 季度收到中国银保监会风险综合评级结果被评定为 A 类，公司 2022 年 1

季度收到中国银保监会风险综合评级结果评定为 B 类。 

（二）公司已经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2022 年 2 季度，公司对照偿二代 II 期风险综合评级指标，认真总结与评级标准之间的差

距，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将各评级指标分为优先改进、持续改进、保持稳定和长期改进四

大类，制定了逐步依序、全力提升风险综合评级的管控策略和举措。 

（三）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自评估情况 

流动性风险：本季度净现金流为-15.38 亿，主要原因是 19 亿元增资款获批后从现金转

为投资导致现金流出较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相比预测值差异为 1.62 亿，有利偏差率为 158%；

主要是由于 2 季度寿险再保款合并结算以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本季度末，公司各类

情景下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以及各项流动性监测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操作风险：合规内控方面，2022 年 2 季度公司未发生违规、未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亿元标准保费违规指数和亿元标准保费监管处罚率保持为 0。信息系统方面，公司核心系统可

用率保持在 100%，未发生因信息系统故障导致的经济损失事件。人员发面，职工队伍较为稳

定。公司 2 季度内未发生销售、承保、保全、理赔、投资等业务条线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

未发生保险欺诈犯罪案件。 

声誉风险：公司舆情监测体系包括集团舆情监测系统及第三方专业舆情监测服务，各舆情

监测工具和服务能够实现主动对公司保险业务、投资业务交易对手进行负面舆情监测。在日

常工作中，公司按照事前评估、事中处置和事后问责流程严格执行各项声誉风险管理流程。

2022 年 2 季度公司未发生一、二级媒体及其他媒体的声誉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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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风险：公司制定了《2021-2023 年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对公司的战略定位、

实施路径、预期成果进行了决策，公司战略方向明确，落实安排到位，在集团和公司战略目

标的引领下，公司有望进一步实现转型发展和业务突破。公司通过任务分解和落实，定期经

营业绩分析，积极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优劣势，公司及时制定了适应市场环境的战略决策，

不断识别、评估和控制公司战略风险。公司 2022 年 2 季度未发生战略风险事件。 

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 19 亿元增资取得监管批复（银保监复〔2022〕301 号），本次

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增加至 3,600,000,000 元，大大增强了公司的资本实力。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分析 

1．实际资本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为 334,238.90 万元，扣除除土地使用权之外的无形

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财务口径与偿二代二期口径下的准备金差异等 17,193.45 万元后，实

际资本为 317,045.45 万元，较上季度大幅增加的原因是由于 19 亿增资款经监管批复后转增

股本所致。 

2．最低资本 

我司本季度末最低资本为 107,676.27 万元，比上季度末上升 10.91%，主要由于可投资

资产因为注资款的获批快速增加，以致市场风险最低资本的增加。其中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10,255.64 万元、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为 28,938.87 万元，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为 25,756.61 万

元，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为 58,744.32 万元，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为 1,469.47 万元。 

3． 偿付能力充足率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为 196,383.29 万元，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282%；公司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为 209,369.18 万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94%。本

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以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比上季度分别大幅上升 169pt、168pt，

主要原因是由于 19 亿增资款经监管批复后增加股本所致。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季度净现金流为-15.38 亿，主要原因是 19 亿元增资款获批后从现金转为投资导致现

金流出较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相比预测值差异为 1.62 亿，有利偏差率为 158%；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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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度寿险再保款合并结算以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报告期内公司各类情景下的流动

性覆盖率指标以及各项流动性监测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我司将严格按照监管关于偿付能力现金流预测的要求，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及市场变化等

因素，定期评估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和制度的有效性，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流动性风

险水平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