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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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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1．各位董事对季度报告的投票情况 

董事姓名 赞同 否决 弃权 

苏少军 √   

吴俊豪 √   

张卫东 √   

张远瀚 √   

张毓华 √   

俞斌 √   

顾越 √   

合计 7   

2．是否有董事无法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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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 

股权类别 

上季度末 本期股份的增减 本季度末 

股份 
占比

（%） 

股东 

增资 

公积金

转增及

分配股

票股利 

股权

转让

（股

） 

小计 股份 

占比

（%

） 

国有股 29,179 1.5 - - - - 29,179 1.5 

社会法人股 - - - - - - - - 

外资股 - - - - - - - - 

自然人股 - - - - - - - - 

其他(上市
公司) 

1,917,821 98.5 - - - - 1,917,821 98.5 

合计 1,947,000 100 - - - - 1,947,000 1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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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持股情况（按照股东报告期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类别 
报告期内持股 

数量变化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末持
股比例
（%）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上
市公司) 

- 19,178,214,743 98.50 无 

申能（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股 - 90,874,742 0.47 无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股 - 90,620,982       0.46 无 

云南合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 59,586,361       0.31 无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股 - 50,703,172      0.26 无 

合计 —— - 19,470,000,000 100 ——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公司 5 名股东中，除太保集团外，其他 4 名股东同时也为太保集团的股
东。除此以外，公司未知晓股东之间构成其他关联关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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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股权转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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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变更情况  

1．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苏少军：1968 年 2 月出生，博士学位，202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注文

件号为银保监复〔2021〕377 号 ）。苏少军先生现任太保集团董事会秘书、转型副总

监，太保寿险董事。苏先生曾任太保产险承保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保产险北京

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产险发展企划部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监事会办

公室主任、电销中心总经理，太保集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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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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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上海诚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长，上海申能诚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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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申创业投资公司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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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健康险董事。张先生曾任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太保集团首席风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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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健康险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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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健康

险首席风险官、总精算师等。 

张毓华：1967 年 11 月出生，硕士学位，202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

件号为银保监复〔2021〕378 号 ）。张毓华先生现任太保产险副总经理。张先生曾任

太保产险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等。在此之前，张先生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副司长，山东省菏泽市委

常委、副市长、政府党组副书记、国资委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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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科技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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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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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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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太保资产监事长，太平洋健康险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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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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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孙培坚还

担任太保集团首席风险官、太保寿险监事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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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健康险公司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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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太平洋安信农险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李淑会女士曾任本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太保集团审计中心

/审计技术部总经理，太平洋健康险监事，长江养老审计责任人，太保养老投资监事，

太平洋安信农险监事，太保在线监事。 

曹均华：1966 年 3 月出生，博士学位，202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注文

件号为银保监复〔2021〕376 号 ）。曹均华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审计管理部首席审计

师、太保资产审计责任人、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曹先生曾

任太保寿险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太保集团董办副处长，太保产险苏州分公司总经理助

理、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太保集团审计中心专业化建设能力小组组长、审计综合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华北区审计部总经理，太保集团党委巡察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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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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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健康险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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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义：1965 年 6 月出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22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379 号）。此前，曾义先生曾任太保产险副总经

理、营运总监、车险业务总监，本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等。 

张毓华：1967 年 11 月出生，硕士学位，2021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

准文件号为银保监复〔2021〕226 号 ）。张毓华先生还担任本公司董事。张先生曾任

太保产险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等。在此之前，张先生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副司长，山东省菏泽市委

常委、副市长、政府党组副书记、国资委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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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1〕380 号）。宋建国先生还担任太平洋安信农险董

事长。此前，宋建国先生曾任太保产险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财产责任险部总经

理、太保产险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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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张东先生曾任太保寿险销售总监兼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太保

寿险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太保资产纪委书记、监事、工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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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于林：1962 年 11 月生，大学学历，202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43 号〔总经理助理任职资格〕）。2017 年 8 月起兼任太保在

线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此前，席于林先生曾任太保产险苏州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

险总经理助理（车险）等。 

陈森：1970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21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49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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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森先生还担任太平洋安信、太保香港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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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渝：1965 年 4 月出生，大学学历。202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

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826 号〔总经理助理任职资格〕）。此前，张渝先生曾任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产险苏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太保产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产险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太保产险总经理助理（非车险）等职。 

苏占伟：1966 年 6 月出生，硕士学位，2022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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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产险总经理助理等职。 

李超：1981 年 3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21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

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496 号）。此前，李超先生曾任太保产险天津分

公司副总经理，太保产险中小微客户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太保产险

企业客户部/银行保险部总经理，太保产险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等职。 

陶蕾：1977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21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624 号）、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

监复〔2021〕623 号）。陶蕾女士还担任本公司发展企划部总经理、董事会/监事会办

公室主任。此前，陶蕾女士曾任太保产险电话保险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保

在线公司项目经理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太保产险电销中

心上海分中心总经理、电销中心副总经理，太保产险转型总监、深化转型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等职。 

武博：1970 年 6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21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总

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591 号）。武博先生还担任本公司京津冀

区域协同发展总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此前，武博先生曾任太保产险山东分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 

郁宝玉：1965 年 5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22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23 号）。郁宝玉先生还担任本公司粤港澳区

域协同发展总监、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郁先生曾任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

产险甘肃分公司总经理，太保产险湖北分公司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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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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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是■否□） 

职务 前任人员姓名 现任人员姓名 

总经理  曾义 

副总经理  苏占伟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上季末 本季末 变动额 上季末 本季末 变动比例 

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3,206 73,206 - 67.78% 67.78% - 

        

联营企业 
   

   

上海聚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8 148 - 25.20% 25.20% - 

中道汽车救援产业有限公司 1,280 1,280 - 20.32% 20.32% - 

上海乐享似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9 369 - 6.09% 6.09%  

上海和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营企业 

20,000 20,000 - 99.00% 99.00% 

 

太平洋裕利安怡信用保险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2,550  2,550 - 51.00% 51.00% - 

上海滨江祥瑞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1,071 1,071 - 35.70% 35.70% - 

（四）违规情况 

1．报告期内保险公司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是■  否□）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司各级机构受到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处罚共 10 家次，对分支机构罚款 150.5 万元，对个人罚款 31 万元，合计 181.5 万元。

违规行为主要为虚列费用、虚挂中介业务套取费用、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

益等方面。 

2．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是□  否■） 

3．报告期内保险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   

（是□  否■） 

4、报告期内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 

（是□  否■） 



8 

 

三、主要指标 

（一）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基本情景下的下季
度预测 

认可资产（万元） 23,538,205 22,154,277 23,607,534 

认可负债（万元） 17,826,691 16,348,393 17,726,064 

实际资本（万元） 5,711,515 5,805,883 5,881,47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4,391,342 4,572,274 4,561,298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1,320,172 1,233,610 1,320,172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最低资本（万元） 2,536,038 2,477,967 2,650,441 

其中：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 2,580,116 2,521,077 2,696,55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4,078 -43,110 -46,111 

附加资本 - -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855,304 2,094,307 1,910,85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73.2% 184.5% 172.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3,175,476 3,327,917 3,231,02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25.2% 234.3% 221.9% 

（二）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 

1、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项目 本季度
（末） 

上季度
（末） 

净现金流
（万） 

本年累计 164,179 63,406 

上一会计年度 288,396 288,396 

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 -287,992 -287,992 

流动性覆盖
率（%） 

LCR1 
未来三个月 117.1% 114.4% 

未来十二个月 103.5% 103.4% 

LCR2 
未来三个月 218.6% 254.0% 

未来十二个月 121.9% 122.2% 

LCR3 
未来三个月 76.9% 103.2% 

未来十二个月 83.5% 84.9% 

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  

回溯不利偏
差率（%） 

最近两个季度 119.8% 848.1% 

最近一个季度 927.3% 119.8% 

2、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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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季度
（末） 

上季度
（末） 

负债端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万元） 560,906 34,074 

百元保费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元） 6.2 0.7 

特定业务现金流支出占比（%） 2.3% 1.4%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11.7% 12.7% 

资产端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3.4% 3.2%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1.0% 1.8% 

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
占比（%） 0.1% 0.1%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 

0.03% 0.04% 

应收款项占比（%） 17.1% 17.3%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3.5% 3.8% 

特定业务现金流支出占比：特定业务现金流支出占比=（特定业务赔付支出+特定业

务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公司整体赔付支出+公司整体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

款准备金）×100%。特定业务包括融资性信保业务和赔付占比 5%以上的非车险业务，

后者指因巨灾或重大赔案发生导致非车险业务再保后的预估赔付支出或实际赔付支出超

过上一年度非车险业务整体赔付支出 5%的非车险业务；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签单保费同比增速。 

应收款项占比：应收款项占比=（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期末总资产×100%，

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和期末总资产均为期末账面价值。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持有的交易对手为关联方的投资资产

总和÷期末总资产×100%，统计范围不包括保险公司与所属保险集团及保险集团下属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 本年累计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4,208,705       9,157,078  

净利润（万元）        273,436         432,010  

总资产（万元） 23,640,789 23,640,789 

净资产（万元） 4,773,403 4,773,403 

保险合同负债（万元） 13,896,475 13,896,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 0.2 

净资产收益率（%） 5.7 8.9 

总资产收益率（%） 1.2 1.9 

投资收益率（%） 1.3 2.6 

综合投资收益率（%） 1.8 1.6 

综合成本率（%） 95.1 96.7 

综合费用率（%） 26.1 27.0 

综合赔付率（%） 69.0 69.7 

手续费及佣金占比（%） 7.8 7.8 

业务管理费占比（%） 14.7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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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单保费（万元） 4,382,389 9,294,036 

其中：车险签单保费（万元） 

非车险前五大险种的签单保

费（万元） 

2,515,362 

1,528,097 

 

5,105,822 

3,514,396 

 

其中：健康险（万元）        271,008        1,028,176  

农业保险（万元） 584,962 931,660 

责任保险（万元） 352,722 808,338 

保证保险（万元） 171,555 401,217 

企业财产保险（万元） 147,850 345,005 

车险车均保费（元） 2,734 2,817 

各渠道签单保费（万元） 4,382,389 9,294,036 

代理渠道签单保费（万元） 2,636,190 5,465,543 

直销渠道签单保费（万元） 1,287,301 2,849,680 

经纪渠道签单保费（万元） 458,897 978,814 

其他渠道签单保费（万元） - - 

备注：以上涉及准备金计算的均以财务报表责任准备金为基础；净资产收益率和总

资产收益率按照（净资产期初+期末）/2、（总资产期初+期末）/2 简单平均为基础计算；

综合费用率、综合赔付率和综合成本率为已赚保费口径；综合投资收益率包括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投资收益率未包括。 

四、风险管理情况说明 

（一）保险公司分类情况说明（风险管理要求）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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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公司类型为 I 类保险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9 日，上一

会计年度签单保费为 1577.8 亿元，上一会计年度总资产为 2077.0 亿元，省级分支机构数

量为 37 家。 

（二）最近一次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最近一次（2021 年）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为 83.94 分。其中，风险

管理基础与环境 16.44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8.24 分，保险风险管理 8.64 分，市场

风险管理 8.17 分，信用风险管理 8.60 分，操作风险管理 8.44 分，战略风险管理 8.61

分，声誉风险管理 8.45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35 分。 

（三）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其进展 

本季度，公司在完善风险管理基础、加强风险防范，以及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

主要采取如下工作措施： 

一是完善风险管理基础。公司优化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与风险

管理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战略与资产负债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落地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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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监管规则（Ⅱ），全面修订并发布《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及大类风险管理制度、《风

险偏好体系管理办法》和《投资资产穿透管理办法》等风险策略类制度，以及《偿付能

力信息公开披露管理办法》等风险治理类制度；优化风险偏好传导机制，结合公司的战

略目标、发展水平和业务特征，更新并发布 2022 年公司风险偏好体系，并持续开展指标

监测； 

二是开展排查自查。常态化开展季度和年度的声誉风险隐患排查工作，进一步提高

声誉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前瞻性和有效性；组织开展 2022 年风险和内控自查工作，持续

夯实内控基础； 

三是深入开展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组织开展第二届“风险合规月”主题活动，以“聚

焦能力提升 共建风控生态”为主题，有机结合公司体系化能力建设，围绕提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防范问题能力，面向全司各级机构、全体员工开展多项活动，助推提升一体

化风控能力，营造良好风险合规文化。 

（四）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有关情况 

本季度不适用。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风险综合评级信息（分类监管） 

公司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公司 2021 年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B。 

公司 2022 年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AA。 

公司严格遵守银保监会规定，完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相关的工作机制和操

作流程，每季度按规定及时报送公司相关数据，并确保数据报送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完

整性。 

公司根据银保监会要求如期报送偿二代二期风险综合评级数据。偿二代二期指标大

幅精简并调整了操作风险业务线分类，由此公司也相应调整了报送流程，聚焦总公司相

关条线部门，整体更为高效。下一步，公司将与监管机构及同业保持密切沟通，持续完

善数据口径，优化评估流程。 

（二）公司各类风险状况说明 

1．操作风险 

本季度公司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公司积极落实监管要求，强化合规经营，扎

实推进操作风险、洗钱风险管理各项工作，操作风险和洗钱风险状况总体平稳可控。主

要工作情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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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认真落实监管通报问题整改工作。一是全面梳理，编制清单。梳理监管通报

情况及监管意见，编制整改台账，并检视往年通报问题整改情况。二是协同联动、有效

整改。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细化工作任务，宣导整改要求，压实整改责任，推动有效落

实整改。三是及时汇报、做好沟通。按照集团及公司治理有关要求，持续跟踪和汇总整

改进展情况，及时向集团及公司董事会报告。 

第二，有力加强保险产品管理。公司组织对在售保险产品、管理机制及重点举措等

进行全面梳理，检视管控薄弱环节及短板，明确后续改进方向及措施，并进一步完善与

农险产品开发相配套的合规审核机制，确保有效落实产品监管要求，推动提升公司产品

开发与管理体系化能力，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三，切实强化员工责任意识及问责约束。编制专题课件，面向全体员工开展问责

规定解读线上培训，并配套测试，促进员工深入理解掌握有关问责规定，增强责任意识。

更新下发《经营管理违规问题清单（2022 版）》，持续完善公司问责体系。  

第四，按照《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指引》要求，启动 2022 年反

洗钱自评估工作，为有效推进该向工作，在总、分公司层面开展两场培训宣导，将前期

已完成的自评估制度、指标体系、系统开发、流程设计等做了全面的介绍，并明确相关

条线/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工作计划。 

第五，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月活动。公司积极响应中国银保监会部署安排，

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于六月在全司组织开展 2022 年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月活动。 

第六，深入开展“风险合规月”活动。为积极主动响应监管，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

和体系化能力建设要求，公司于五月举办第二届“风险合规月”活动。活动以“聚焦能

力提升，共建风控生态”为主题，秉持“绿色、低碳、精简、高效”的原则，开展相关

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第七，持续组织开展反洗钱“组成团·同进步·共提升”活动。截至二季度末，共

完成五项课题，开发七个 RPA 机器人，并开展了各类丰富的反洗钱交流工作，包括可疑

交易模型论证、反洗钱沙画宣传视频分享等，活动开展成果显著。  

2．战略风险 

本季度未发生影响公司战略规划实施的风险事件。战略风险管理主要工作包括：  

一是公司依据发展规划提出年度分解计划和落实措施，形成《公司 2022 年业务发展

规划》于二季度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季度考核牵引，保障规划的贯彻落实。 

二是公司根据规划执行情况，对 2021 年度发展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一季度通

过公司高管层和集团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审议后，于二季度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是公司从人才管理、业务管理、投资管理、海外管理等方面加强对战略风险的管

理，并定期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通过保费增长率、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治理评价等多维指标加强对战略风险的监测。 

四是公司及时、全面、真实地评估战略风险管理的整体情况，对战略风险的评估和

管理情况进行总结，并纳入公司整体的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向公司高管层和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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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外部经济环境与相关政策动态，根据政策推进情况及造

成的市场变化，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需求，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确保公司在规划的框架内

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努力达成规划各项目标。 

3．声誉风险 

本季度公司未发生重大声誉事件。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银保监发〔2021〕4 号）以及《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

法》（太保发〔2021〕57 号）、《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实施

细则》（太保产发〔2022〕86 号）相关规定，在业务开展与品牌宣传过程中，公司将进

一步事前加强排查与防范、事中加强快处与协同、事后加强复盘与优化，积极积累声誉

资本，做好声誉风险前置管理。总体而言，本季度公司声誉风险水平在可控范围之内。       

4．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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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理赔案件等大额支出进行持续关注，及时调配资金，

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按时履行各项支付义务。本季度针对所得税 2022 年 2 季度预缴和

2021 年汇算清缴、2021 年保险保障基金汇算清缴、再保结算、股利支付等大额支付提前

安排资金，及时处理分公司资金需求和付款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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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主要经营情况分析 

1．风险综合评级变动分析 

风险综合评级新规实施后，公司一季度评级结果为 AA，较上季度提升。公司总体

风险状况稳定，偿付能力充足率充足且稳定，经营及净现金流情况稳定向好，战略风

险、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状况正常，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2．偿付能力充足率变动分析 

我司本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25.2%，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73.2%，分别较

上季末下降 9.1pt 和 11.4pt。 

实际资本较上季末下降 9.4 亿元，主要受到股利分配影响。 

最低资本较上季末上升 5.8 亿元。其中保险风险最低资本较上季度末下降 1.0 亿，

主要是受各区域保额分布的影响，巨灾风险最低资本较上季末下降 7.1 亿。市场风险最

低资本较上季末上升 11.7 亿，主要是债券的风险暴露上升，利率风险最低资本上升 8.6

亿。信用风险最低资本较上季末上升 2.4 亿，其中主要是定期和协议存款风险暴露上

升，导致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较上季末上升 2.3 亿。 

公司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偏好，制定切合公司实际的偿付能力风险限额和监测指

标，并定期跟踪和监测偿付能力指标。同时，公司持续通过业务品质管控、提升风险识

别和管理能力、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等手段，保持偿付能力稳定、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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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变动分析 

按照偿二代二期流动性规则，公司基本情景和压力情景下未来 3 个月和 12 个月的

流动性覆盖率 LCR1 和 LCR2 大于 100%，LCR3 大于 50%，均满足监管要求。公司采

取审慎的原则预测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过去两个季度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

差率均高于-30%，满足监管要求。本年度累计公司现金净现金流入 16.4 亿，其中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入 56.1 亿，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66.6 亿元，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26.5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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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战略资产配置管理的投资资产中，配置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以满

足流动性需求，能够满足短期内业务波动的现金流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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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