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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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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区域：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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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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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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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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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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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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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末，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7 位董事。 

董事长：何勇，男，1970 年生，现任陆家嘴财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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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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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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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树，男，1957 年生，现任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副总经理职务。林

金树先生，自 1982 年起进入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工作，先后在企划部、团体保险

部、数理部、营销部、业务部、展业部、营业企划部等多个岗位任职，其后担任总公司协理、副

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职务。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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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316 号。 

董事：吴俊宏，男，1968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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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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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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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廖明宏，男，1969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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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1 名，暂时空缺。 

（2）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廖明宏，男，1969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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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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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经理:汪淼,男，1967 年生，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先后任职于平安人寿、长城人寿、

民生人寿等多个保险公司，担任过分公司业务主管、培训部经理、分公司总经理及总公司机构管

理、市场企划部门总经理等职务，长期负责寿险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保险行业管理

经验。2016 年 9 月起，汪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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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01 号。 

副总经理:李建昌，男，1965 年生，硕士毕业，1993 年进入台湾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曾任职于展业部、数理部、教育训练部、营业企划部、整合行销部及业务发展委员会等多

个部门，负责业务开拓、梳理研究、企划、教育培训等工作，历任研究员、科长及经理等职务，

积累了丰富、完备的寿险经营和管理经验。2016 年 9 月起，李建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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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01 号。 

财务负责人：王守轩，男，1975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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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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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责任人兼合规负责人：王克威，男，1952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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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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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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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83,082.08  78,792.4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09  23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83,082.08  78,792.4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09  231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类  A 类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46,614.45  30,128.60  

净利润（万元） 978.70   -5,838.14  

净资产（万元） 86,518.48  85,6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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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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135.70  390,659.91 

认可负债（万元） 281,120.08  251,847.33 

实际资本（万元） 159,015.61  138,812.58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59,015.61  138,812.58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万元） 75,933.53   60,020.16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75,536.96   59,706.7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7,376.35   22,605.5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3,993.07   3,968.68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61,022.78  46,562.17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5,705.30  16,626.7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22,895.65   21,067.47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9,664.89   8,988.89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396.57   313.46 

附加资本（万元）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下发的财会部函〔2016〕67 号和财会部函〔2017〕477 号，公司 2016 年第 3 季

度、第 4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均被评定为 A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最近一次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2016 年 8 月，福建保监局对我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风险管理现场监管评估，根据《关于 2016

年 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7〕300 号），我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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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于寿险公司平均得分（76.35 分）。具体得分如下： 

评估项目 最终得分 

基础与环境 16.87 

目标与工具  5.85 

保险风险管理能力  8.40 

市场风险管理能力  8.11 

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8.40 

操作风险管理能力  8.42 

战略风险管理能力  7.80 

声誉风险管理能力  8.08 

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 7.01 

分值合计 78.95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情况 

本季度，公司根据 SARMRA 监管评估意见，对风险管理制度体系进行了梳理，持续推进各项

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工作以及流程的梳理与优化工作。 

修订起草了《公司分层负责表》、《风险偏好管理办法》、《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战略发展规

划及战略风险管理制度》、《2017 年度考核方案》、《2017 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等管理办法，进一

步完善了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同时，结合上述制度的修订工作，对风险偏好管理、操作风险管理、发展战略管理等流程进

行优化。并在识别、计量、分析和监控各类风险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定期报告

机制，由相关部门定期向高级管理层报告风险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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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64.89 14,221.77 

3 个月综合流动比率（%） 214.79 84.99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 1 

1,407.08 942.97 

压力情景 2 
1,190.25 565.83 

投连独立账户流动

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 1 
690.26 632.03 

压力情景 2 
1,114.52 1,0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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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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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公司通过《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以及《流动性应急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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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09  
           

23,266  
        

-45,704  
         

22,763  
       

81,479  
      

154,394  

未来第 3 季度预计有大量退保导致净现金流小于零，我司将配置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可随时

变卖满足退保现金流需求。除此之外，其他季度净现金流均为正。 

（2）综合流动比率 

公司未来一季度综合流动比率为 21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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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9%。 

公司 1 年内、1-3 年、3-5 年、5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分别为：287.26%、-108.92%、-127.82%、

3.48%。综合流动比率为负，是因寿险准备金冲回所致。5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仅为 3.48%，公司

需要合理调整资产组合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3）流动性覆盖率 

在压力情景 1下，公司流动性覆盖率为 1407.08%；在压力情景 2 下，公司流动性覆盖率为 1190.25%。

在这两种压力情形下，说明公司优质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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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低，但仍需做好日常现金流管理工作，防范流动性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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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