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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注册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广场 B 座 19 楼 

    (二)法定代表人 

 何勇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

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单位：万股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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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股 80,000 50 - - -  80,000 50 

外资股 80,000 50 - - -  80,000 50 

合计 160,000 100 - - -  160,000 100 

 

  （五）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前十大股东（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万股或万元）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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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年度内持股

数量或出资

额变化 

年末持股数

量或出资额 

年末持

股比例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  80,000 50% -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  80,000 50% - 

合计 ——  160,000 100% -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无关联方关系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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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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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6 月末，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6 位董事。 

董事：董事长：何勇，男，1970 年生，复旦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现兼任陆家嘴财富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何勇先生自 1992 年起先后担任四通集团销售经理，平安集团发展改革

中心项目经理，平安寿险团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平安信托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2014 年 12 月起，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职务，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4〕1018 号。 

董事：常宏，男，1963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爱建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常宏先生自 1991 年起先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任主任科员、副处长、秘书等职，1996 年赴美国进修并工作。1999 年成为汉世纪开发金融公司创

始合伙人，2000 年在海外成立汉世纪风险投资基金并将投资业务拓展到中国大陆。2005 年在纽约

成立 Pinetree 投资基金，2007 年在上海成立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基金。2009 年起担任上海陆家

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 4 月起，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本公司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28 号。 

董事：王玲珏，女，1971 年生，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

任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上海陆家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职务。王玲珏女士先后在上海上策投资咨询公司、上海张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鼎嘉

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任部门经理、投资部经理、总裁助理等职务。2014 年 4 月起，经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28 号。 

董事：蔡汉章，男，1951 年生，国立中兴大学（台湾）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现任国泰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资深副总经理职务。蔡汉章先生，自 1976 年起先后在国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台湾）企划部、财务部、团体保险部、展业部、审查部、行政管理部、总公司担任襄

理、副理、经理、总公司协理等职务。2011 年 12 月起，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

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1〕1947 号。 

董事：吴俊宏，男，1968 年生，台湾清华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历任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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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部门副理、经理等职。2006 年至 2011 年曾在我公司任企划部总经理、总公司总经理助

理、合规负责人等职务。2014 年 4 月起，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本公司董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28 号。 

董事：廖明宏，男，1969 年生，台湾逢甲大学保险学专业硕士毕业，曾任职于（台湾）新光

人寿、安联人寿，2003 年进入台湾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保险代理部、直销行销部、

业务发展部等部门总经理、台中分公司总经理及越南国泰人寿副总经理等职务，具备丰富的寿险

经营管理经验。2014 年 9 月起，廖明宏先生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本公司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811 号。 

（2）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廖明宏，男，1969 年生，台湾逢甲大学保险学专业硕士毕业，曾任职于（台湾）新

光人寿、安联人寿，2003 年进入台湾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保险代理部、直销行销部、

业务发展部等部门总经理、台中分公司总经理及越南国泰人寿副总经理等职务，具备丰富的寿险

经营管理经验。2014年 9月起，廖明宏先生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资格及公司任命，

担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768 号。 

副总经理：王彦，男，1970 年生，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曾先后任职于南通信托投资

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保险公司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机构，负责

投资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资金运作经验和金融行业工作经验。2014 年 10 月起，王彦先生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资格及公司任命，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4〕811 号。 

财务负责人：王守轩，男，1975 年生，西南财经大学保险会计专业硕士毕业，曾先后在中国

人寿、生命人寿、太平人寿、渤海财产保险、华夏人寿等多家保险公司财务部门负责财务管理工

作，并曾担任法律合规部负责人等职务，熟知保险行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要求，具备丰富的保险、

精算及财务会计专业知识及保险公司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经验。2015 年 4 月起，王守轩经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资格及公司任命，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

可〔2015〕324 号。 

审计责任人兼合规负责人：王克威，男，1952 年生，台湾中兴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历任国

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营销单位科长、经理，大陆市场发展室襄理，北京代表处代表、

成都代表处首席代表，本公司稽核室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合规负责人，兼首

席风险官、稽核室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合规、风险管理等工作，任职批准

文号保监国际〔2011〕1336 号。 

董事会秘书：陈东祁，男，1963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曾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保监局

等监管机关负责保险市场、保险中介等监管工作，并曾在大众保险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合规负责

人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具有全面、丰富的保险专业知识和金融管理经验。2015 年

2 月起，陈东祁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资格及公司任命，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125 号。 

总精算师：周浩波，男，1978 年生，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2003 年取得北美精算师资

格。2001 年起曾先后在太平洋安泰（现建信人寿）、汇丰人寿等保险公司负责精算、产品开发等

工作，2012 年起担任中韩人寿总精算师职务，具备丰富的保险精算、产品开发管理工作经验。2015

年 8 月起，周浩波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资格及公司任命，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职

务，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857 号。 

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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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职务） 

变更前 

 姓名 

变更后 

 姓名 备注 

副总经理 张经理  
拟由李建昌接替其副总经理职位，目

前任职资格报批中。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顾君 

办公室电话：021-61006168*1516 

移动电话：18201766980 

传真号码：021-61001685 

电子信箱：0100060240@cathayli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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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340,501.22 332,251.55

认可负债（万元） 199,148.12 195,006.63

实际资本（万元） 141,353.10 137,244.93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41,353.10 137,244.93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低资本（万元） 51,323.02 49,291.54

其中：量化风险 低资本（万元） 51,323.02 49,291.54

控制风险 低资本（万元） -

附加资本（万元） -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0,030.08 87,953.3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75.42 278.4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0,030.08 87,953.3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5.42 278.44

   （二） 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在保监会 2015 年第 4 季度、2016 年第 1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均被评定为 A 类。  

   （三）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6,387.20 36,331.67

净利润（万元） 
2,652.18 5,754.17

净资产（万元） 
2,800.70 90,85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

资产收益率（％） 
2.96% 6.43%

总资产收益率（％） 
0.79% 0.93%

投资收益率（%） 
1.98%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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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投资收益率（%） 
2.03% 4.45%

标准保费（万元） 10,329.85 22,106.00

首年保费与保费收入比（％） 57.52 56.71

新业务利润率（%） 6.07 6.89

13 个月续保率（％） 92.42 92.72

综合退保率（%） 1.83 3.57

个人营销渠道的件均保费（元） 3,143.69 3,908.63

人均保费（元） 21,531.47 55,551.89

营销员脱落率（％） 24.31 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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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340,501.22 332,251.55

认可负债（万元） 199,148.12 195,006.63

实际资本（万元） 141,353.10 137,244.93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41,353.10 137,244.93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低资本（万元） 51,323.02 49,291.54

其中：量化风险 低资本（万元） 51,323.02 49,291.54

控制风险 低资本（万元） -

附加资本（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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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低资本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低资本（万元） 51,323.02 49,291.54 

其中：量化风险 低资本（万元） 51,323.02 49,291.5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 低资本（万元） 17,785.27 17,033.04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 低资本（万元） 3,742.80 3,718.43 

市场风险 低资本（万元） 41,563.56 39,745.36 

信用风险 低资本（万元） 19,562.01 18,513.78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20,532.62 19,633.73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10,798.00 10,085.34 

控制风险 低资本（万元） - - 

附加资本（万元） - - 



11 
 

五、风险综合评级 

（一）风险综合评估结果 

 公司在保监会 2015 年第 4 季度、2016 年第 1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均被评定为 A 类。  

 

 (二)公司难以量化风险自评估有关情况                          

1.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

风险，包括法律及监管合规风险。 

公司在经营业务时会面临多种操作风险，这些风险是由于未取得或未充分取得适当授权或支

持文件，未能保证操作与信息安全程序正常执行，或由于员工的舞弊或差错而产生。 

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实施指引》的要求，制定并发布了操作风险管理制度，对

操作风险管理的组织权责归属，操作风险的责任人，操作风险的识别、评估、计量，操作风险损

失事件的报告等做了明确规定。 

指标 2016 年 2 季度 2016 年 1 季度 

刑事处罚次数 - - 

行政处罚次数 - - 

新单回访成功率 97.48% 98.96% 

投诉件数 0 件 0 件 

公司本季度新单回访成功率较上季度稍有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该下降主要与新单数

量的增加以及回访人力数量有关，并不构成操作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本季度刑事处罚次数、行政处罚次数以及监管反馈的投诉件数均为 0，没有发

生重大操作风险损失。 

2.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是指由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流程无效或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战略与市场环境和

公司能力不匹配的风险。当前公司面临的战略风险主要来源于： 

（1）战略规划的实施与调整 

为指导和规范公司的战略制定与执行，同时加强公司战略风险管理，在 2016 年 2 季度正式颁

布了《陆家嘴国泰人寿战略发展规划及战略风险管理制度》，该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在战

略执行过程中，始终密切监控机制的合理性、有效性、业务经营与战略执行的一致性等因素，对

战略规划进行分析及调整。 

（2）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同业竞争的加剧 

2016 年 2 季度，保监会仍延续简政放权的监管政策，以“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思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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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行政管理流程、优化市场产品结构等方面入手，为寿险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但从

市场面看，行业内部几家大公司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小公司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小公

司发展面临着较大的机遇和挑战，亟待快速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同时也要根据内外部条件变化，

及时、灵活的调整发展战略和策略。 

（3）渠道与机构经营效益与盈利能力 

2016 年 2 季度，公司青州、惠州营销服务部、枣庄中心支公司已正式开业，四川分公司已获

得批准筹建。新增机构的经营效益与盈利能力还有待考察，四川分公司的筹建进度也影响着我公

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整体而言，公司 2016 年 2 季度经营实际已超越目标，但整体战略规划的执行仍受到一定程度

的挑战。上述战略风险属可控范围，目前公司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和解决上述风险问题。 

3.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公司品牌及声誉出现负面事件，而使公司遭受损失的风险。 

根据对公司声誉的影响程度，将影响公司声誉的事件划分为一般危机事件和重大危机事件： 

（1）一般危机事件：包括客户投诉、申诉、政府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人员流动及所造成的

劳资争议等。 

（2）重大危机事件：指被媒体曝光或受到政府机关行政处罚，以及其它对公司的利益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的事件，如同业具有影响的攻击、高管人员的异常变动或双方股东原因产生的危机等。 

公司重视客户权益及商业道德的维护，2016 年第 2 季度未出现负面新闻曝光，未出现明显的

声誉风险。 

4.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支

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公司通过《资金运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基本规范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机制、风险管理指

标、以及流动性风险的监测、测试和应对方案。 

（1）净现金流分析 

时间 
报告日后第 1 年 

报告日后第 2 年 报告日后第 3 年
未来 1 季度 未来 2 季度 未来 3 季度 未来 4 季度

净现金流 

（万元） 
8,328.66 12,182.81 21,183.43 48,731.83 102,078.49 149,993.00 

根据现金流测试结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现金流预计均为正值，即现金净流入。 

（2）综合流动比率 

公司未来一季度综合流动比率为 95.29%，即在此期间内现有资产预期现金流入是现有负债预

期现金流出的 95.29%，基本充足。 

（3）流动性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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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1,987.15%，优质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远大于未来一季度的净现金流。 

综上分析，预计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可能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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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管理能力 

（一）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得分 

在报告期间是否对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自评估？（是□否■）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 2016 年度 SARMRA 监管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已成立 2016

年度风险管理能力监管评估迎检小组，将于第三季度正式开展自评估工作。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 

1.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本季度，公司持续推进各项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工作。 

一是正式颁布了《陆家嘴国泰人寿战略发展规划及战略风险管理制度》，该制度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涵盖了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制定过程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高级管理层以及各职能部

门之间的分工，战略规划的编制流程，战略规划的实施、评估、调整流程等。 

二是正式公布了上半年考核方案，该考核方案内包含了风险考核的内容。 

三是起草了《陆家嘴国泰人寿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风险管理制度》，该制度包括了非法集资风

险监测机制、非法集资案件处置制度、责任追究机制、宣传教育以及举报奖励机制等。 

2.管理流程的梳理与优化 

本季度，公司结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对非法集资风险防范与监测流程进行了重点梳理，拟定

了季度监测机制，提高了风险监测的频率，并规划了重点风险机构及人员的检查方案，提升了基

层单位相关风险的检查能力。 

3.制度执行有效性 

结合本季度开展的稽核审计结果以及风险排查结果发现，公司内现有的风险管理制度基本得

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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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2,603.05 1,123.90 

3 个月综合流动比率（％） 95.29 261.61 

流动性覆盖率（％） 1987.15 2,069.24 

投连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 
379.52 273.88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流动性风险是指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支

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公司通过《资金运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基本规范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机制、风险管理指

标、以及流动性风险的监测、测试和应对方案。 

（1）净现金流分析 

时间 
报告日后第 1 年 

报告日后第 2 年 报告日后第 3 年 
未来 1 季度 未来 2 季度 未来 3 季度 未来 4 季度

净现金流 

（万元） 
8,328.66 12,182.81 21,183.43 48,731.83 102,078.49 149,993.00 

根据现金流测试结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现金流预计均为正值，即现金净流入。 

（2）综合流动比率 

公司未来一季度综合流动比率为 95.29%，即在此期间内现有资产预期现金流入是现有负债预

期现金流出的 95.29%，基本充足。 

（3）流动性覆盖率 

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1,987.15%，优质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远大于未来一季度的净现金流。 

综上分析，预计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可能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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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末监管机构是否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