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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B座19楼及A座11层1104室

（二）法定代表人

黎作强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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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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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内持

股数量或出

资额变化

期末持股数

量或出资额

期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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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00 50% -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 - 150,000 50% -

合计 —— - 300,000 100% -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股东方之间无关联方关系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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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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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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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二次修订经银保监会核准（银

保监复〔2019〕536 号）后，公司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

董事：

董事长：黎作强，男，1966 年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黎作强曾任咸宁地区建设银行人事科科员、办公室副

主任，湖北省建行宣传处、建设银行报社编辑、记者，国泰君安证券湖北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监事会办

公室副经理、资产管理总部高级客户经理、业务董事、执行董事、上海水城路营业部副总经理、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总裁办公室主任，兼保密办主任等职。2017 年 6 月中国保监会核准黎作强担任我公司董事长的

任职资格，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552 号。

董事：胡习，男，1967 年生，上海水产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任上海陆

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历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陆家

嘴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总监等职。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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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6 号。

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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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起，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担任本公

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39 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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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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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林金树，男，1957 年生，国立政治大学（台湾）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硕士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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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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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名独立董事暂时空缺。

（2）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廖明宏，男，1969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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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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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起，公司指定王彦担任首席投资官。王彦先生按照法律法规、主管机关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为公司投资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副总经理：李建昌，男，1965 年生，成功大学（台湾）应用数学专业硕士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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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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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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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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助理：张慧斌，男，1970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

中国人寿南昌分公司、泰康人寿总分公司，历任业务员、基层公司主管、分（支）公司主要负责人等职务，

保险经验丰富。2020 年 1 月，经上海银保监局核准任职资格及公司任命，张慧斌先生担任本司总经理助理

职务。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20〕45 号。

董事会秘书兼合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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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兼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125 号、〔2017〕1081 号。

总精算师兼首席风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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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起，公司指定周浩波担任首席风险官，负责风险管理工作。

审计责任人：张巧敏，女，1973 年，宁波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曾先后任职于建设银行衢州市分行、

天安、安邦保险，从事财务审计工作。2015 年 10 月起任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熟知保

险行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要求，具备丰富的保险审计专业知识及工作管理经验。现任本公司稽核审计部总

经理，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2018 年 6 月,经银保监会核准，张巧敏女士为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

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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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王世超

联系人电话： 021-61006168-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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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万元） 上季度末数（万元）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96.91% 200.98%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33,758.27 236,350.7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6.91% 200.9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33,758.27 236,350.78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A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80,376.41 71,449.74

净利润（万元） 6,248.82 16,196.68

净资产（万元） 276,242.55 273,435.31

三. 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万元） 上季度末数（万元）

认可资产 1,335,313.81 1,263,798.97

认可负债 860,341.78 793,386.11

实际资本 474,972.04 470,412.86

核心一级资本 474,972.04 470,412.86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 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万元） 上季度末数（万元）

最低资本 241,213.76 234,062.08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40,037.58 232,920.77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68,005.75 65,698.85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461.13 4,902.0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87,565.92 185,266.47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61,624.28 55,160.61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68,783.97 64,103.76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3,835.53 14,003.49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176.18 1,141.31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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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综合评级

（一）最近两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2020 年第 2 季度和第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分别被评定为 A 类和 B 类。

六. 风险管理状况

（一）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2017年 8月，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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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SARMRA评估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8〕812号），我公司 2017年 SARMRA得分为 79.02

分，高于寿险公司平均得分（77.35分）。具体得分如下：

评估项目 最终得分

基础与环境 16.82
目标与工具 6.04

保险风险管理能力 8.26
市场风险管理能力 8.22
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8.46
操作风险管理能力 8.68
战略风险管理能力 7.65
声誉风险管理能力 8.08
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 6.79

分值合计 79.02

（二）报告期内制定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其进展

本季度，公司持续根据 SARMRA 监管要求、监管评估意见以及自评估发现，组织全公司各部

门围绕风险管理制度、管理流程明确具体的改善措施，并持续追踪。与此同时，结合公司此阶段发

现的操作风险事件，重点梳理公司重大风险事件管理机制，完善公司业务相关流程及加强信息安全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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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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35.61 38,533.37

净现金流量（万元） 14,573.54 -20,967.07

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1127.43% 2100.67%

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335.68% -238.18%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374.02% 268.08%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404.25% 390.42%

投连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72.35% 330.45%

投连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137.96% 4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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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以及《流动性应急计划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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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65 60,289 113,035 130,584 556,406 470,182

未来净现金流均为正，现金流状况良好。

（2）综合流动比率

公司未来一季度、1 年内、1-3 年、3-5 年、5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分别为：-1127.43%、-335.68%、

-280.5%、-456.4%、5.08%。综合流动比率为负，是因寿险续期收费导致负债现金流出为负（即正流入）

所致。5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仅为 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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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02%；在压力情景 2 下，公司流动性覆盖率为 404.25%。

在这两种压力情形下，公司优质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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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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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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