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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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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对季度报告的审议情况 

以下为各位董事对季度报告的投票情况： 

董事姓名 赞同 否决 弃权 

宋建国 √   

毛晓军 √   

石践 √   

邢质斌 √   

江生忠 √   

沈春 √   

张峭 √   

陈森 √   

周莉 √   

合计 9   

填表说明：按董事审议意见在相应空格中打“√”。 

没有董事无法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规性或对此存在异议。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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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和股东情况，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 

股权类

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

出资额 

占比 

（%） 

股东增

资 

公积金转 

增及分配 

股票股利 

股权

转让 

小

计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国家股 0 0 0 0 0 0 0 0 

国有法

人股 
108,000 100 0 0 0 0 108,000 100 

社会法

人股 
0 0 0 0 0 0 0 0 

外资股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8,000 100 0 0 0 0 108,000 100 

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万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

列股权数额（单位：万元）； （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

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法人资

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

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国有企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持有的股权。  

 

2．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67.78%的股权，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 

 

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季末持 

股数量 

季末持 

股比例 

质押 

或冻结

的股份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73205.68 67.78% 0 

上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股 7718.03 7.15% 0 

上海市闵行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股 
5365.19 4.97% 0 

上海农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股 4201.72 3.89% 0 

上海奉贤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股 3653.35 3.38% 0 

上海宝山财政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股 3150.84 2.92% 0 

上海嘉定广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股 2504.59 2.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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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 
2025.88 1.88% 0 

上海汇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股 1817.99 1.68% 0 

上海青浦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1719.37 1.59% 0 

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 1,640.50 1.52% 0 

上海崇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股 996.86 0.92% 0 

合计 —— 
108,000.0

0 

100.00% 
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股”、“外资”、“自然人”等。 

 

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内没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5．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没有股权转让情况。 

 

（二）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共有 9 位董事： 

宋建国：男，1966 年 12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2015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长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43 号。宋先生同时担任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太安农业保险研究院院长。宋先生曾任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责

任险部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等。 

毛晓军：男，1967 年 3 月出生，拥有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2015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

非执行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32 号。毛先生现任上海申联盛世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先生曾任上海大隆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总监，上海市闵行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等。 

邢质斌：女，1982 年 6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2022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至

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32 号。邢女士现任上海市农业发展促进中心资产监管

科科长。邢女士曾任上海凯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副经理，上海市现代农业开放实

训中心组织人事科副科长，上海市农业发展促进中心综合办公室主任等。 

石践：男，1973 年 11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21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执行

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680 号。石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总经理。石先



7 

生曾任中国人寿上海分公司市西营管处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市场发展部总经理、产品与再保部总经理，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执行董事、总裁（总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战略客户部总经理等。 

江生忠：男，1958 年 7 月出生，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18 年 4 月出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 号。江先生现任南开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金融学院农业保险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保险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金融学会常

务理事，天津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报理事会名誉理事等。江先生曾任南开大学保险

系主任等。 

张峭：男，1962 年 11 月出生，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22 年 12 月出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851 号。张先生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

村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学会农业监测预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先生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山西财经大学讲师等。 

沈春：男，1971 年 8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19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44 号。沈先生现任上海艾克森律师事务所管委

会主任，宝山民建吴淞总支主委，宝山区第八届政协委员，宝山区政法委执法监督员，宝山

区政府法律顾问库成员。沈先生曾任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等。  

陈森：男，1970 年 10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硕士学位，北美财险精算师。2019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332 号。陈先生现任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精算师。陈先生曾任瑞士再保险公

司（美国）财务部高级精算分析师，美国佳达再保险经纪公司分析部精算师，中国财产再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等。 

周莉：女，1979 年 3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2022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非

执行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03 号。周女士现任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农发资产管理中心综合事务部经理。周女士曾任上海农发资产管理中心财务

部副经理，上海农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农

发资产管理中心综合事务部经理等。 

2、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共有 6 位监事： 

黄雄飞：男，1963 年 3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2022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

职工监事、监事长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03 号。黄先生同时担任我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黄先生曾任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浦东分行个人金融部经理，安信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南汇支公司总经理，安信农业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副总经理兼上海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太平洋安信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 

张文娟：女，1983 年 11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国家法律

职业资格。2020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职工监事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0〕849 号。张

女士现任本公司法律责任人、纪律检查室主任、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张女士曾任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平洋安信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太

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合规负责人、法律合规部总经理等。 

缪欢：男，1983 年 8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21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

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973 号。缪先生现任上海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嘉定广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缪先生曾任上海市嘉定区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业务助理、业务经理，上海嘉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等。 



8 

郭宗杰：男，1968 年 12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经济师职称。2020 年 12 月出任本公

司职工监事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0〕860 号。郭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监

事会办公室主任、党建工作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郭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中介业务部总经理，太平洋安信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发展企划部总经理等。 

程松：男，1979 年 11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22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职

工监事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32 号。程先生现任本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资产管

理部总经理。程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会计核算中心资深经

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等。 

张雯：女，1984 年 11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22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

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03 号。张女士现任上海兴玻物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张女士曾任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管理部总经理、职工监事、

办公室主任，宁波银行上海奉贤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等。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本公司共有 7 位高级管理人员： 

石践：男，1973 年 11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21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

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609 号。石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石先

生曾任中国人寿上海分公司市西营管处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市场发展部总经理、产品与再保部总经理，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执行董事、总裁（总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战略客户部总经理等。 

郑凯：男，1972 年 8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6 年 5 月出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391 号、保监许可〔2016〕383

号。郑先生同时担任静安区政协委员。郑先生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青工部副部长、上海市青

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上海市政府台办经济处副处长，上海市政府台办交流交往处处长，上

海市政府台办协调处处长，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区营业部总经理等。 

李淑会：女，1972 年 7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审计师职称，中国注

册会计师（CP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国际注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专业资格（CCSA）。

2019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分别为沪银保监复〔2019〕

984 号和沪银保监复〔2019〕983 号。李女士现同时担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李女士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中心/审计二部副总经理、审计

技术部总经理，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

人、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兼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等。 

黄晓峰：男，1971 年 3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2022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09 号。黄先生曾任上海浦东新区高东镇副镇长（副处

级），合庆镇镇长，浦东新区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区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安信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上海南汇支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太

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农险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农险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等。 

吴开兵：男，1968 年 7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审计师职称。2017 年

10 月出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191 号。吴先生现同时

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审计部总经理。吴先生曾任海南国投上海

证券总部证券研究主管，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审计署上海特派办财政

审计处副处长，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部审计二部高级审计师、审计

中心审计业务部资深审计师、副总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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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男，1970 年 8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2022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首

席风险官至今，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403 号。吴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等。 

杨国桃：女，1981 年 1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金融风险管

理师(FRM)专业资格。2020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总精算师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

〔2019〕1096 号。杨女士现同时担任本公司精算部总经理。杨女士曾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从事精算工作，曾任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责任人、精算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职务 前任人员姓名 现任人员姓名 备注 

独立董事 孙超才 张峭 前任期满更换 

 

  

3．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各个薪酬区间内的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数  

薪酬区间 董事人数 监事人数 高管人数 

10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1000 万元    

100 万元-500 万元 1 2 2 

50 万元-100 万  2 1 

50 万元以下   2 

合计 1 4 5 

说明：（1）非货币化薪酬按市场价值或公允价值估值，并与货币薪酬合并，作为薪酬区间划分依据；（2）如前所

披露，公司共有董事人数为 9 人、监事 6 人、高管 7 人，非执行董事、非执行监事、兼职高管的薪酬情况无法获

取。（3）李淑会女士 3 月 1 日起在我司领取薪酬，2022 薪酬仅包括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领取的薪

酬。（4）吴刚先生 6 月 24 日任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并于 7 月 1 日起在我司领取薪酬，2022 薪酬仅包括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领取的薪酬。（5）黄晓峰先生于 6 月 27 日任总经理助理，并于 7 月 1 日起按对应标

准领取薪酬，2022 薪酬仅包括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领取的薪酬。 

 

 报告期的最高年度薪酬为：265.38 万元。 

 报告期没有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支付薪酬的情况。 

 报告期没有与盈利挂钩的奖励计划支付。2022 年度薪酬中不包含 2022 年度经营业绩挂

钩的年度绩效奖金，此项奖励尚未考核及发放。2022 年度薪酬中包含在 2022 年度实际发放

的以前年度绩效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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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报告期内没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四）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对保险公司及其董事、监事、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政处罚情况 

无。 

2．保险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发生的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的情况 

无。 

3．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未有被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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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指标表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金额单位:元 

行次 项  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下季度预测数 

1 认可资产   6,643,385,772   5,933,666,783   6,794,079,933  

2 认可负债   3,623,058,056   2,990,124,799   3,731,115,309  

3 实际资本   3,020,327,716   2,943,541,984   3,062,964,624  

3.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758,927,929   2,708,795,879   2,801,564,838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261,399,786     234,746,105     261,399,786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    

4 最低资本     817,904,508     855,779,966     825,773,637  

4.1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802,701,069     839,872,487     810,423,924  

4.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    

4.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82,798,827     600,673,365     583,929,033  

4.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44,647,369     346,628,555     351,980,415  

4.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41,771,516     281,632,956     246,524,907  

4.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66,516,643     389,062,389     372,010,431  

4.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    

4.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5,203,439      15,907,479      15,349,713  

4.3       附加资本             -               -               -    

5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941,023,422   1,853,015,913   1,975,791,201  

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37.32% 316.53% 339.27% 

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202,423,208   2,087,762,018   2,237,190,987  

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69.28% 343.96% 3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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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本季度 上季度 

流动性覆盖率 未来 3 个月 未来 12 个月 未来 3 个月 未来 12 个月 

LCR1（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111.96% 104.27% 115.13% 108.29% 

LCR2（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必测压力情景 
182.80% 123.25% 168.43% 132.75% 

LCR2（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自测压力情景 
191.26% 117.77% 188.52% 129.26% 

LCR3（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

性覆盖率）-必测压力情景 
99.30% 100.04% 113.11% 108.69% 

LCR3（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

性覆盖率）-自测压力情景 
106.44% 99.59% 111.96% 107.84%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82.94% 164.52% 

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单位：万元） -1987.50 1496.88 

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单位：万元） 3041.26 3041.26 

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净现金流 

（单位：万元） 
1033.22 10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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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单位：元 

监测指标 项目 本季度 上季度 

一、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指标值 375,967,335 415,075,5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本年累计数 1,838,478,503 1,355,841,4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本年累计数 1,462,511,167 940,765,866 

二、百元保费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 
指标值 21.47 28.99 

  本年累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375,967,335 415,075,594 

  本年累计保费收入 1,751,481,988 1,431,585,711 

三、特定业务现金流支出

占比 
指标值 32.12% 26.72% 

  特定业务赔付支出 268,643,036 73,136,684 

  
特定业务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 
-2,189,804 112,756,743 

  公司整体赔付支出 882,120,466 527,493,340 

  
公司整体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 
-52,673,090 168,199,619 

四、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指标值 9.97% 9.80% 

  当年累计规模保费 1,751,481,988 1,431,585,711 

  去年同期累计规模保费 1,592,634,243 1,303,795,832 

五、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

具占比 
指标值 0.92% 5.38%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期末账面价

值 
59,336,576 315,504,917 

  期末总资产 6,467,545,667 5,867,945,945 

六、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指标值 1.12% 1.95% 

  
季度内各月末同业拆借、债券回购

等融入资金余额合计算术平均值 
74,666,667 116,333,333 

  期末总资产 6,673,545,667 5,964,945,945 

七、AA 级（含）以下境内

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指标值 0.00% 0.00% 

  
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

期末账面价值 
0 0 

  期末总资产 6,467,545,667 5,867,945,945 

八、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

市股票投资占比 
指标值 0.00% 0.00%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的

账面价值合计 
0 0 

  期末总资产 6,673,545,667 5,964,945,945 

九、应收款项占比 指标值 22.76% 14.79% 

  应收保费 387,706,296 578,93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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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分保账款 1,131,333,088 303,331,950 

  期末总资产 6,673,545,667 5,964,945,945 

十、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指标值 0.00% 0.12% 

  
持有的交易对手为关联方的投资资

产总和 
- 7,099,800 

  期末总资产 6,673,545,667 5,964,9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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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产保险公司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一）保险业务收入       1,119,542,910       2,584,946,584  

   （二）净利润          76,559,943         213,455,694  

   （三）总资产      6,673,545,667       6,673,545,667  

   （四）净资产      2,860,278,539       2,860,278,539  

   （五）保险合同负债       2,413,675,803       2,413,675,803  

   （六）基本每股收益  0.071 0.198 

   （七）净资产收益率  2.71% 7.62% 

   （八）总资产收益率 1.21% 3.58% 

   （九）投资收益率 1.33% 4.90% 

   （十）综合投资收益率  1.16% 3.40% 

   （十一）效益类指标   --  -- 

       1.综合成本率   --  98.72% 

       2.综合费用率   --  36.10% 

       3.综合赔付率   --  62.62% 

       4.手续费及佣金占比   --  1.76% 

       5.业务管理费占比   --  13.34% 

   （十二）规模类指标   --   --  

       1.签单保费         319,896,277       1,751,481,988  

       2.车险签单保费                -                   -    

       3.非车险前五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311,373,315       1,672,914,760  

        3.1 第一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239,895,959       1,173,352,149  

        3.2 第二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40,636,842         231,549,264  

        3.3 第三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12,089,579         151,128,489  

        3.4 第四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7,050,954          59,309,418  

        3.5 第五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11,699,980          57,575,440  

       4.车险车均保费                -                   -    

       5.各渠道签单保费        319,896,277       1,751,481,988  

        5.1 代理渠道签单保费         27,375,813         148,217,245  

        5.2 直销渠道签单保费        280,219,132       1,552,107,787  

        5.3 经纪渠道签单保费         12,301,332          51,156,956  

        5.4 其他渠道签单保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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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管理能力 

（一）所属的公司类型 

经原中国保监会批准，公司于 2004 年 9 月在中国上海注册成立，2022 年会计年度签单保费

收入 17.51亿元，截止 2022 年末总资产 66.74亿元，共开 3家省级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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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分类标准的规定，公司属 II类保

险公司。 

 

（二）监管部门对本公司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的结果 

公司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现场评估绝对分为 76.69 分，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规则（Ⅱ）》（银保监发〔2021〕51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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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最终得分为 76.21分。 

 

（三）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现场评估绝对分为 76.69 分，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规则（Ⅱ）》（银保监发〔2021〕51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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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最终得分为 76.21分。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

强风险管理举措。主要措施如下： 

保险风险方面，拟定《太平洋安信非寿险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制度》《太平洋安信农险保险公司

精算准备金工作底稿管理办法》《太平洋安信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内部控制规范》；修订完善《太

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设计与管理办法》，拟定《太平洋安信农险产品费率

厘定管理办法》；完成所有最近三年在售产品的费率回顾分析报告；对公司上年度及上上年度准备

金评估结果进行回溯；着手“两核资格认证”体系建设，组织两核初级资格认证考试。 

市场风险方面，保持与受托投资人的投资资产市场风险管理沟通机制，谨防市场风险集中暴

露而对公司净利润、净资产产生不利影响。 

信用风险方面拟定超账龄业务管理相关规定，对长账龄历史应收保费明确清理路径规则，建

立常态化长账龄应收清理机制；关注再保险交易对手最新动态，确保再保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稳

定可控。 

操作风险方面，发布《核保工作管理规定》《未决案件管理办法》制度，夯实制度健全性管理；

开展 2022年度内控自查工作，公司未发现重大风险，内控措施有效；开展制度检视和评估，四季

度完成对合规、风险条线制度体系评估；开展风险管理培训，宣导解读公司修订的《操作风险管

理办法》；开展反洗钱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自查，组织分公司针对监管高频查处的客户身份识别问题

和反洗钱专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排查；组织下辖机构对辖区反欺诈工作进行季度分析检查，从

风险分布、险种分布、行为分布、金额分布、地区分布等维度进行分析检查，并形成季度欺诈风

险分析报告。 

流动性风险方面，持续关注农险大灾理赔状况，及时评估测算预赔款对现金流影响，保持账

面资金流动性，确保现金流的正常平稳；检视并优化投资流动性风险矩阵，持续监测、评估流动

性市场、利率市场的变化及其对公司投资资产变现能力的影响；落实财政补贴清收，结合年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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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专项考核要求，有效执行各业务清收工作；清理再保应收款项，对于满足摊回条件的账务进行

重点催收。 

声誉风险方面，四季度申报并荣获保险业方舟奖创新奖和乡村振兴奖；参与乡村振兴长三角

市长论坛、太安谷品牌的宣传。在集团公司的指导和支持下，公司对活动进行积极宣传，并在新

华网、财经网等主流权威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公司公众号也同步进行宣传。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太

保集团和凤凰卫视的合作节目，制作“守护菜篮子”视频于凤凰卫视发布，有效的树立公司正面

形象，持续提升公司的社会品牌美誉度。 

战略风险方面，制定公司 2023年机构发展规划，为促进公司机构业务发展制定具体的目标与

路径,有效强化公司对不同地区业务的参与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司机构管理相关风险；制定公司绿

色（可持续）保险标准实施指引（试行），建立健全公司绿色（可持续）保险的相关标准，鼓励发

展绿色保险，服务国家双碳经济转型。 

（四）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有关情况 

四季度，公司完成 2022 年 SARMRA 自评估工作。评估方法依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

则（Ⅱ）》（银保监发〔2021〕51 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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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从制度健全性（50%）以及遵循有效性（50%）两方面评估打分。评估流程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由风险管理部总体牵头，大类风险牵头管理部门分工负责，责任部门根据分工

细致填报，大类风险牵头管理部门审慎评估，风险管理部复审，经合规与风控工作委员会审核确

定最后的评估结果。 

本次 SARMRA 自评估结果为 92.17 分，较 2021 年有所提升，自评估结果显示公司风险管理

能力持续向好。2022 年，公司一是积极推进偿二代二期风险管理落地实施，修订各类风险管理制

度，开展专题培训，优化系统工具，强化预警机制；二是加强风险偏好传导，风险监控进一步网

格化、定量化、精细化；三是强化风险应急响应，修订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确保公司对重大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有章可循。后续将加强资本规划管理，搭建管理架构和流程，完善资本

规划制度体系；优化委托投资机制，更新管理制度；优化信用风险监测体系，健全数据治理制度，

完善操作风险办法，持续提升公司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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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公司在银保监会 2022年第三、第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均被评定为AAA类。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银保监发〔2021〕51号)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

管规则第 11 号：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自 2022 年一季度起，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

价）结果按照风险从小到大分为 A、B、C、D四个类别，并按照风险从小到大进一步细分为 AAA类、

AA类、A类、BBB类、BB类、B类。 

（二）公司已经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上季度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AAA，本季度末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69.28%，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37.32%。 

四季度，一是完善发布《发展规划管理办法》《保险产品开发设计与管理办法》《核保工作

管理规定》《未决案件管理办法》《特殊案件管理办法》《保险公估人管理办法》《保单批改操

作管理规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办法》等制度，制定发布《保险产品备案审批注册流程操作管

理规定》《广告宣传费管理办法》等专项制度，并在业务操作各环节严格落实。二是开展三季度

风险综合评级报送工作，公司高级管理层决定进一步加强“理赔结案率”、“万元以下赔案案均

报案支付周期”等重点指标变化的监测频率，提升主动前置的风险防控能力。 

 

（三）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自评估有关情况 

1. 操作风险 

1.1 操作风险状况 

本季度公司一是针对审计中新发现的各项缺陷制定整改计划，积极开展整改工作，并持

续跟踪审计缺陷整改情况，对已提交整改计划的问题，督促其按时完成整改。二是开展 2022

年度内控自查，通过自查风险项目、控制活动、整改有效性检验内控建设情况，自查未发现

重大风险。三是完成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的自评估工作，经自评，公司固有风险属较低风险

范围，控制措施有效性属于较有效，剩余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四是修订发布《保险产品开

发设计与管理办法》《核保工作管理规定》《未决案件管理办法》等专项制度，并在业务操作

各环节严格按照制度及管理要求落实，不断改进，操作风险总体可控。五是开展风险管理培

训工作，宣导解读《操作风险管理办法》，通报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监督通报相关情况，宣导公

司三级机构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及监测结果，培训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工作，提升员工

风险防范意识。六是根据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情况，结果显示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平稳，公司

将持续改进“理赔案件结案率”、“万元以下赔案案均报案支付周期”等指标并定期汇报高管

层。 

1.2 操作风险评估方法 

对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开展业务条线自查、突发重大操作风险事

件报告等。 

1.3 操作风险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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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公司一是开展风险综合评级操作风险状况评估，组织相关部门对销售误导、理

赔欺诈、投资误操作、财务披露错误、洗钱、信息安全、系统故障等方面的操作风险进行排

查，根据需要对排查的结果组织跨部门沟通，协商风险管控措施；二是结合风险限额、操作

风险管理报告、缺陷整改等，监测操作风险关键指标，公司各部门、各机构对于本单位操作

风险关键指标情况进行关注，必要时开展自查工作。 

1.4 操作风险评估结果 

经排查，公司暂未发现重大操作风险隐患。 

2. 战略风险 

2.1 战略风险状况 

公司面临的战略风险主要有： 

一是上海地区业务集中度占比较高带来的潜在战略风险。二是公司将持续关注与太保财

险在不同地区农险错位经营发展策略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 

2.2 战略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对行业战略风险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估、对

公司战略制定风险进行评估、对公司战略执行风险进行评估。 

2.3 战略风险评估流程 

定期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加强对年初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与计划存在偏差的地

区或业务，及时向公司中、高级管理层报告。 

2.4 战略风险评估结果 

暂未发现公司战略与市场环境、公司能力不匹配的重大风险。 

3. 声誉风险  

3.1 声誉风险状况 

四季度公司紧跟业务发展，完成申报并荣获保险业方舟奖创新奖和乡村振兴奖；参与乡

村振兴长三角市长论坛、太安谷品牌的宣传。在集团公司的指导和支持下，公司对活动进行

积极宣传，并在新华网、财经网等主流权威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公司公众号也同步进行宣传。

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太保集团和凤凰卫视的合作节目，制作“守护菜篮子”视频于凤凰卫视发

布，有效的树立公司正面形象，持续提升公司的社会品牌美誉度。 

3.2 声誉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一是通过太保集团舆情监测平台监测网络

舆情；二是公司新闻发言人、品牌专员加入集团品牌管理体系，新闻发言人和声誉风险专员

及时收发并处理舆情信息；三是四季度公司对声誉风险兼岗工作职员发放《风险预警》周报，

预防并及时发现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声誉风险。对全司进行声誉风险隐患排查，进一步夯实

声誉风险管控能力，推进声誉风险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建设，为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营

造良好的声誉环境。 

3.3 声誉风险评估流程 

向太保集团报备公司相关敏感词，通过太保集团舆情检测平台获取网络、媒体报到中涉

及敏感词的情况统计分析，针对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舆情事件进行应对处置。 

3.4 声誉风险评估结果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舆情平稳，未发生相关声誉风险及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事件。 

4. 流动性风险 

4.1 流动性风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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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流动性资金主要来自与保费、投资净收益、投资资产出售或到期及融资活动所收

到的现金，对流动性资金的需求主要包括保险的赔付、各项日常支出所需支付的现金，以及

向股东派发的股息。 

作为农业保险公司，公司面临两方面的流动性风险： 

一是农险应收财政清算滞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险，约占总保费 67%，其中财政补贴

占农险保费的 50%左右。根据《上海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政补贴

采用当年预拨、第二年清算的模式，因此，农险应收财政补贴滞后并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了一

定影响。公司积极与各级农业农村委、财政等部门进行沟通，优化财政补贴拨付流程，使补

贴款能尽早到位。 

二是农险大灾风险。公司农险业务集中在长三角，由于承保地域的相对集中性以及农险

的特性，一旦发生大灾，会造成短时间内大量赔款需要支付。为此，公司建立了一系列措施，

密切关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提前做好预警及防灾减损工作；一旦出现大灾，公司也将会启

动应急预案，及时进行理赔查勘，调度资金安排，确保公司现金流的正常平稳。 

四季度末，基础情景下未来 12 个月的流动性覆盖率（LCR1）为 104.27%，压力情景下未

来 12 个月的流动性覆盖率（LCR2）为 123.25%，流动性风险状况良好。 

4.2 流动性风险评估方法 

按照《偿付能力监管规则 13 号》要求测算公司的流动性覆盖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

不利偏差率、净现金流并进行现金流压力测试。 

4.3 流动性风险评估流程 

每季度，财务部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与业务计划，对经营和投资活动进行全面预算编制，

并滚动预测现金流量，以评估其对流动性水平的影响。 

4.4 流动性风险评估结果 

经评估，公司各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及现金流压力测试满足流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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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变化及其原因 

公司本季度末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69.28％，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37.32%，

偿付能力保持充足。本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较上季度分别上

升 25.3 个百分点、20.8 个百分点。 

实际资本 30.20 亿元，较上季度上升 0.77 亿元，主要变化原因为本季度实现净利

润 0.77 亿元，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0.07 亿元，农险大灾准备金增加 0.06 亿元，非认可资

产减少 0.01 亿元。 

最低资本 8.18 亿元，较上季度减少 0.38 亿元，其中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减少 0.18 亿

元，主要原因是 4 季度未决赔款准备金下降，同时分入车险业务带来的险种间分散效

应抵消了其保费准备金风险上升产生的影响；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减少 0.02 亿元，主要

原因是本期债券类资产久期缩短带来利率风险下降，同时增加了权益资产的配置，风险

分散效应增加；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减少 0.40 亿元，主要原因是本季度应收保费进一步

减少，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下降；分散效应减少 0.23 亿元。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变化及其原因 

本季度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5,933.66 万元，较上季度末的 3,950.49 万

元,增加了 1,983.17 万元，现金增加主要由于本季度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收到的现金较

多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1，未来 3 个月为 111.96%，未来 12 个月为

104.27%； 

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未来 3 个月为 182.80%，未来 12 个

月为 123.25%； 

自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LCR2,未来 3 个月为 191.26%，未来 12 个

月为 117.77%；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 LCR3,未来 3 个月为 99.30%，未

来 12 个月为 100.04%； 

自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 LCR3,未来 3 个月为 106.44%，未

来 12 个月为 99.59%。 

本季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 82.94%，上季度为 164.52%。本季度

收到的再保业务的现金实际值相比预测值较高，上季度收到的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

现金的实际值相比预测值较高。 

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为-1,987.50 万元，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 3,041.26 万元，

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净现金流为 1,033.22 万元。 

（三）风险综合评级的变化及其原因 

公司在银保监会 2022 年第三、第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均被评

定为 AAA 类。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银保监发〔2021〕51 号)的《保险公

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自 2022 年一季度起，风

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按照风险从小到大分为 A、B、C、D 四个类别，并

按照风险从小到大进一步细分为 AAA 类、AA 类、A 类、BBB 类、BB 类、B 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