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建设及
自评估情况

（半年度披露-【20210727】）
 

 

 

一、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 姓名 职务 风险责任人基本信息

行政责任人 徐勇 总经理 股票投资能力风险责
任人披露文件.pdf

专业责任人 黄刚
投资总监兼资产
配置与组合管理

部总经理
股票投资能力风险责

任人披露文件.pdf

二、组织架构
整体评估情况
经评估，公司股票投资管理组织架构设置符合标准规定。
公司为养老金管理公司，主营业务为受托资产管理，无契约型保险业务
。公司设有权益投资部为独立的股票投资管理部门；公司设有股票投资
的研究、投资、交易、风险控制、绩效评估、清算、核算以及系统支持
等岗位；股票投资业务相关的研究、投资、交易实行专人专岗，与其他
投资业务严格分离；公司的部门（团队）职责、岗位职责、及部门负责
人有相应发文；公司以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发文的形式明确人员配置
，人员编制每年按照当年人力成本预算进行动态管理。

资产管理部门设置

部门名称 权益投资部、研究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
、运营管理部

股票投资部门
（团队）

发文时间 2021-01-21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8号、长江养老司发〔
2020〕204号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明确权益投资部等部门岗位设
置、人员配置等事项的通知》、《长江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门和团队职责》

岗位设置
投资经理岗（权益）、助理投资经理岗（权
益）、研究员岗、权益交易员岗、投资风控

岗、基金清算岗

投资经理 公司根据管理资金规模、账户/组合性质等
，配置了11名独立的权益投资经理

投资场所
公司拥有足够的股票投资场所，设有独立的
投研办公区域及独立的交易室，确保集中交

易办公区域完全隔离



 

 

 

防火墙机制

为优化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建立独立规范、
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和相互制衡的业务组织
架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
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明
确权益投资部等部门岗位设置、人员配置等
事项的通知》、《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部门和团队职责》。这两个发文包括了职
责明确、分工合理的股票投资组织架构、与
账户和管理资金规模对应的独立投资经理配
置、严格的防火墙机制等内容，如公司股票
投资经理与基金经理之间、股票投资经理与
交易员之间、股票投资经理与风险控制及绩
效评估人员之间、清算人员与核算人员之间
建立了防火墙，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股票投资
、研究、交易、风险控制、绩效评估、清算
与核算人员等岗位，职责清晰且独立，不存
在兼职现象，且股票投资场所足够，不同岗
位之间进行了物理隔离，集中交易办公区域
完全隔离。符合《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能
力标准》要求。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按《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整体评估，股票投资管
理专业队伍建设情况符合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专业人员的数量、经验、
资质能力等均符合规定，简要如下：
1.我公司股票投资规模超过10亿元，专职人员44人，
其中股票投资经理11人，
研究人员17人，（其中主要研究人员10人）
交易人员5人，
风控人员3人，
清算人员8人。
2.其中股票投资负责人具有28年股票研究、投资管理经验；
3.投资经理均具有3年以上股票投资管理经验或者5年以上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有良好的过往业绩表现；
4.主要研究人员从事行业研究3年以上。

股票投资规模 超过10亿元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3-1、投资经理11名，研究人员17名（主要研究人员10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相关经验类型 经验年限(年) 是否兼职

1 胡晓冬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9 否

2 杨胜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1 否

3 王炎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0 否

4 王欣丰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7 否

5 肖向前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24 否



6 甘霖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6 否

7 李嘉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5 否

8 陈露意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9 否

9 满臻 投资经理岗
（权益）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8 否

10 邹成 投资经理岗
（权益）

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 8 否

11 高观朋 投资经理岗
（权益）

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 7 否

12 刘畅
研究员岗

（宏观利率
）

行业研究 3 否

13 王晶
研究员岗

（权益策略
）

行业研究 6 否

14 朱勇胜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4 否

15 邓锐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8 否

16 李卉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7 否

17 杨建弟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20 否

18 邓琳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3 否

19 蔡晗旸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2 否

20 钱诗翔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2 否

21 丁志远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2 否

22 郭歌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1 否

23 张学瑞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0 否

24 寇煜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3 否

25 翟金林 部门总经理
助理 行业研究 17 否



 

 

26 戴颖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10 否

27 马睿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0 否

28 李泽
研究员岗

（行业研究
）

行业研究 0 否

3-2、交易人员5名，风控人员3名，清算人员8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兼职

1 唐馨 部门总经理助理 否
2 丁凌群 权益交易员岗 否
3 周子凯 权益交易员岗 否
4 陈琛 权益交易员岗 否
5 高扶坤 权益交易员岗 否
6 吴倩 投资风控岗 否
7 朱静容 投资风控岗 否
8 周晶晗 部门副总经理 否
9 樊鸿雁 基金清算岗 否
10 胡晓玮 基金清算岗 否
11 沈淑艳 基金清算岗 否
12 孙天天 基金清算岗 否
13 徐恺 基金清算岗 否
14 张德绣 基金清算岗 否
15 张思贤 基金清算岗 否
16 郑周寅 基金清算岗 否

四、投资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按《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公司建立了股票投资管
理相关制度，均符合标准规定，其中包括完善、有效的股票投资基本制
度、股票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研究管理制度、交易管理制度、风控管理
制度等，相关制度文件均已经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或其授权机构批准
，正式发文。

基本制度

股票投资岗位职责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门和团队职责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204号
发文时间 2020-04-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业务流程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池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36号
发文时间 2019-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8〕329号
发文时间 2018-09-1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10号
发文时间 2021-0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操作规程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询价与
申购工作细则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441号
发文时间 2019-11-1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询价与申购工作细则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57号
发文时间 2020-01-2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会议制度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业务资产配置决
策委员会工作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39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
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40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8〕91号
发文时间 2018-03-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文档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研究及交易档案管
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8〕337号
发文时间 2018-09-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绩效考核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清算与核算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系统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保密及危机处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68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决策管理制度

投资决策体系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业务资产配置决
策委员会工作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39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
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40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授权管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业务资产配置决
策委员会工作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39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
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40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门权限使用管
理细则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20〕58号
发文时间 2020-01-2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实施与控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业务资产配置决
策委员会工作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39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
规程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40号
发文时间 2019-08-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研究管理制度

研究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8〕329号
发文时间 2018-09-1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8〕91号
发文时间 2018-03-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调研管理规定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2号
发文时间 2021-01-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股票池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池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336号
发文时间 2019-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单元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交易席位券
商选择及交易量分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司发〔2019〕263号
发文时间 2019-07-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管理制度

集中交易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10号
发文时间 2021-0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公平交易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10号
发文时间 2021-0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权限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10号
发文时间 2021-0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监控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长江养老发〔2021〕10号
发文时间 2021-01-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系统建设
整体评估情况
按《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总体评估后，公司股票
投资技术系统建设情况符合规定，研究分析系统、信息资讯系统、交易
管理系统、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的建设、功能、使用、运行情况及投资
管理影响等均符合规定。其中，投资交易系统支持投资授权审批、合规
比例、投资准入和额度控制、交易管理等 ，研究分析系统具有资产配置
模型、行业配置模型和个股估值模型功能，能够支持股票池管理、提供
券商研究服务支持，估值核算系统能够实现清算估值和每日报表生成
，各系统通过有效衔接，整体上能够确保公司投资业务平稳、规范的开
展。

研究分析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携宁新一代金融投资研
究管理平台 2018-01-02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长江养老于2011年上线上海携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投资研究管理
系统，并于2017年升级到新一代金融投资研究管理平台。系统包括个人中
心、日常工作、研究中心、卖方观点、模拟组合和绩效统计等功能模块
。其中，研究中心包括内部研报、股票研究、行业研究、市场信息等子
模块，内部研报可根据不同的模板，分别撰写公司、晨会、行业研究和
宏观研究的内部研究报告，经审核通过后，可通过报告查询进行查阅
；股票研究模块包括个股全景图、股票池管理、评级及盈利预测管理等
功能；行业研究包括行业全景图、行业评级管理等功能；
公司于2020年更新上线研究管理平台的配置模型子系统，其中包括大类资
产配置、行业配置和云估值模块，大类资产配置包括资产配置模型、资
产评分管理、战略配置、战术配置功能，行业配置包括行业配置模型、
战术配置、行业评分功能，云估值包括估值模型配置、收入成本、数据
预期、财务指标、财务报表、财务分析等功能。

信息资讯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万得金融终端 2009-03-03 符合规定



 

 

大智慧大数据终端 2009-12-19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长江养老于2009年启用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金融终端，终端
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基金、指数、组合和新闻情报等功能模块，其
中，股票模块包括行情报价、多维数据、板块分析、统计报表、估值定
价、专项业务等功能；新闻情报包括财经新闻、公司公告、法律法规、
宏观经济信息网、行业经济新闻等，终端可对接批量271家券商的研究报
告。同时，长江养老在终端启用经济数据库（EDB）功能，可获取宏观
经济数据用于研究。
长江养老2009年启用财汇金融分析平台，目前系统改名为大智慧大数据终
端，该终端涵盖主要交易所的证券与指数行情，提供股票、债券、基金
、 理财、固定收益、商品、外汇、衍生品、宏观经济、投行、研报、新
闻、企业数据等内 容， 用户可通过终端提供的多维数据报表和 Excel 插
件便捷地获取数据，系统还提供研究报告资料库，每日更新200家以上券
商的研究报告。

交易管理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恒生投资交易系统 2008-03-19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长江养老于2008年上线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投资交易系统
O32，并持续进行系统功能优化和完善，先后上线了股指期货交易和套保
、港股通、科创板、银行间市场上下行接口、中债登和上清所直联电子
接口、资金划拨，以及大宗交易、上交所固定收益平台的功能模块，支
持公司业务范围持续拓展。系统包括投资决策、风险控制、指令管理、
交易管理、日终清算、基金财务、信息查询和系统管理等模块。其中
，系统管理模块的系统权限功能支持设置公司岗位角色的菜单操作权限
，并通过人员维护功能将角色权限赋予个人，同时，对个人设置不同基
金的查询或操作权限，从而实现公司管理制度要求的权限分配，以及投
决会授权的投资经理权限，并做到内部不相容岗位之间的权限隔离；风
险控制模块包括投资风险设置功能，可实现持仓数量或市值控制、交易
额控制、同反向控制等16种类型的合规限额控制，只有通过所有合规控
制要求的指令才能正式下达，达到授权限额的指令必须经过审批方可执
行。交易管理模块包括指令分发、交易所交易、大宗交易、固定收益平
台交易、银行间交易、开放式基金交易、存款确认、港股通交易等功能
，通过合规审查的指令经中央交易员分发，可由中央交易室不同的交易
员执行交易，长江养老目前与沪深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和期货经纪商
的交易均实现了电子接口对接。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赢时胜4.5版金融资产管
理平台 2016-08-25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长江养老2008年启用深证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产管理软件3.0系统，并于2016年升级到赢时胜4.5版金融资产
管理平台，系统包括产品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业务处理、资讯
管理、参数管理等功能模块，系统对股票现货和股指期货的核算，以及
出具的财务报告，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可正确地采用核算方法来确定
资产价值。该估值系统在保险资管公司的使用占比不断提高，一直稳定
运行，并正确对包括股票现货、股指期货在内的各类资产正确进行估值
核算。同时，长江养老启用系统附带的电子对账功能，每日与托管行完
成对账，保证双方对资产核算的结果一致，进而保障资产估值核算的正
确性。系统附带sofa报表平台功能，可根据核算结果自动生成资产估值表
、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并可完成各类统计报表的生成。该系统在原
型设计上已附加了安全管理的要求，我司在应用中也通过权限管控、应
急和灾备管理等手段加强安全防控；在高效完成估值核算方面，赢时胜
4.5版金融资产管理平台在系统架构上满足效率要求，并通过电子对账和
报表管理保障周边业务的高效性。整体上，经超过5年运行和公司管理规
模持续增长的检验，该系统完全满足安全、高效性的要求。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建立了覆盖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风险控制体系，涵盖
内容从横向来看，覆盖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各类风险；从纵向来看，涵盖公司受托管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产
品开发、系统开发、运营保障、资金管理、预算管理、会计核算、印章
管理、档案管理等各个业务环节；
风险管理部定期发送股票投资风控相关的报告，从独立的角度，对组合
投资收益率、仓位和风险跟踪汇报，根据公司投资风险管理办法以及为
投资组合所设定的风险阀值、临时决议、管控措施的要求，跟踪和揭示
内部组合所存在风险，为管理人员和投资经理的决策提供依据。

风险管理制度

为保障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的规范运作，有效防范和控
制风险，保护客户的利益，公司制定了适用于受托管
理资金投资股票的风险管理制度，其中公司股票投资
业务的风险管理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必须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确保投资
运作的各项工作合法运行；全面性原则，涵盖投资运
作的各个环节和操作流程；适应性原则，风险控制过
程中的风险管理方法、模型及技术手段，必须与公司
业务发展相适应，并随着业务的发展不断更新。
制度明确了公司应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支持
股票投资业务风险的计量及绩效评估，并能按时监测
风险限额遵守情况，提供市场风险报告的有关内容。
通过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对股票仓位、行业集中度、
个股集中度进行压力测试，评估投资组合产生的影响
。
制度还明确了公司股票投资业务风险点与控制手段、
责任追究机制及绩效评估等。
经评估，公司风险管理制度情况符合规定。

风险管理系统

按《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公司
建立了适用于受托管理资金直接投资股票的风险管理
系统，其中包括风险预警与合规管理系统、绩效评估
系统等功能。具体为恒泰系统，上线时间为2008年。
经评估，公司风险管理系统建设情况符合规定。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
管规定，我公司对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
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
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压力测试系统

按《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公司
建立了压力测试系统，对股票仓位、行业集中度、个
股集中度进行压力测试，评估投资组合产生的影响
，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具体为恒泰系统，上线时间
为2008年。经评估，公司压力测试系统建设情况符合
规定。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