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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 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 罗海平     

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

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湖南省、浙

江省、四川省、深圳市、青岛市、广东省、江

苏省、湖北省、甘肃省、大连市、辽宁省、宁

波市、河南省、福建省、山东省、陕西省、天

津市、河北省、重庆市、上海市、内蒙古自治

区、山西省、安徽省、云南省、厦门市、黑龙

江省、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 周毅     

办公室电话： 010-59561629   

 

 

 



（一） 股权结构及股东 

公司股权由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构成，其中国家股

占比 0.81%，国有法人股占比 97.41%，社会法人股占比 1.78%。前五

大股东分别为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 138.73 亿股，持

股比例 94.7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2.9 亿股，

持股比例1.98%；新疆华联投资有限公司，持2.6亿股，持股比例1.7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 0.87 亿股，持股比

例 0.59%；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 0.5 亿股，持股比例

0.34%。 

（二）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企业，万联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 

（三）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一季度末，公司有董事 7 位。 

董事长及执行董事 罗海平 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保险行业风险评估专家。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

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历任中国人

民银行荆州分行科员、中国人保荆州分公司业务科科长、荆襄支公司

经理，中国人保湖北省分公司财产险处副处长，长江保险经纪公司总

经理，中国人保湖北省分公司国际保险部党组书记、总经理，中国人

保汉口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



湖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裁，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委，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非执行董事 吴国栋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现任本

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董事。历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资金财会部经理，深圳市邦信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总经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

级）、董事会秘书，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非执行董事 刘显龙 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经济师。现任本公

司非执行董事，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新疆华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历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支公司经理，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计财处处长，本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总经理。 

执行董事 薛贵 中共党员，财政学博士。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历任内蒙古包头市胜达北方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运输部经理助理、内蒙古包头市今日升商贸有限公司副

经理、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中国证券业协会职员、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经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机构管

理部副总经理。 



非执行董事 周伏平 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北美准精算师，中

国准精算师。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办公室主任。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风险管理、保险精算专业

教学科研人员，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副处长，中国保险保障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筹建组成员，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副主任。 

非执行董事 杨梅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

司非执行董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二部总经理。

历任兵团投资中心（事业单位）项目处助理经济师、经济师、高级经

济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资产管理部主

办、主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非执行董事 蔡昌芹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非执

行董事，中华控股董监事会办公室总经理、文化品牌部总经理，万联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国

际保险部业务二部经理、车辆保险部科长、团委书记，新疆兵团财产

保险公司杭州分公司筹备组成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杭州分公司

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本公司浙江分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书记、

总经理。 

2、监事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一季度末，公司有监事 3 位。 



监事会主席 丁小燕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历任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主任，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 

监事 何伟斌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监事，中华

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合规部副总经理。历任中国船舶燃料

供应总公司综合贸易部／经营管理部项目经理、经营主管（期间曾在

交通部水运司综合运输处借调），北京东和嘉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人事部负责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险营销部／意外

健康保险部营销主管，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险营销部／

结合市场部高级主管，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部／董监

事会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高级经理，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风险合规部总经理助理。 

监事 李艳玲 中共党员，农业经济管理学学士，高级经济师，现

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办公室总经理。历任石河子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

教师，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一季度末，总公司有高管人员 11 位。 

罗海平 同董事简历。 

郑晓哲 中共党员，法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兼任本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稽

核监督局保险处科员，中国保监会财会部资金运用监管处主任科员、



资金运用监管部监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财务会计部保障基金监

管处处长，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

董事会秘书,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  林 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历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处长，中国保监会财务

会计部副处长、处长，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中国太平保险（英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孙  明 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历任内蒙古大学经济系教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包头分公司人事科、涉外业务部副科长兼副经理、货运部、东河

支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鄂尔多斯（原伊克昭盟）分

公司副总经理、包头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本公司纪委书记、总经理助理。 

李  薇 中共党员，法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历任长春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吉林省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科长、营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大型商

业风险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承保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宁  静 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历任上海东兴投资控股

发展公司财务负责人、上海东瑞审计咨询公司财务总监、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资金财会部高级经理、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本公司财



务负责人。 

刘新全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万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劳动人事科副科长、科长、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总经理，太平保险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本

公司山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青岛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

职。 

张  明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历任航空部西安远东公司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

西安市碑林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平安保险陕西分公司车险部等部

门经理，本公司陕西分公司筹备组组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本公司

四川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薛  贵 同董事简历。 

马黎明 双学士学位，工程师。现任本公司首席信息官。历任广

州美通科技公司工程师，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办公室工程师，

平安人寿电脑部项目经理，平安保险集团信息管理中心基础架构管理

部高级项目经理，平安科技（深圳）系统运营二部副总经理和系统开

发一部总经理，平安财险系统应用部总经理。 

聂尚君 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国家司法考试法律职业资格、注册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第二届全国

金融青联常委。现任本公司纪委委员、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合



规负责人及法律责任人。历任中国保监会人事教育部、办公厅干部，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原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高级经理、助理总经理兼集团团委书记，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风

险管理及精算部/合规管理部助理总经理兼太平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

司合规负责人，本公司风险合规部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二、主要指标 

（一） 偿付能力主要指标 

 

（二）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 2015 年四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分类监管

评级为 A类。 

（三） 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52,491.70 743,865.08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1865 2.126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52,491.70 743,865.0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1865 2.1261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984,423.61 984,423.61
净利润（万元） 18,990.90 18,990.90
净资产（万元） 1,293,612.09 1,293,612.09



三、实际资本 

 

四、最低资本（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万元） 5,222,900.83           5,282,470.14          
认可负债（万元） 3,836,187.85           3,878,020.18          
实际资本（万元） 1,386,712.97           1,404,449.96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386,712.97           1,404,449.96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634,221.27              660,584.89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                          -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                          -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                          -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                          -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427,537.32              418,529.4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419,183.47              409,724.8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29,575.09                30,927.7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1,221.23                22,123.11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07,315.52              223,869.92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21,439.67                20,004.50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209,217.37              225,782.92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206.11                     204.20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3,547.63                22,121.71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22,858.08              261,900.04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17,603.01                16,452.71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217,804.61              257,301.9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2,549.55                11,854.6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223,489.64              243,714.5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                          -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                          -                         
附加资本 -                          -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D-SII附加资本 -                          -                         
G-SII附加资本 -                          -                         
其他附加资本 -                          -                         

最低资本 634,221.27              660,584.89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 2015 年三季度、四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

分类监管评级为 A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2016 年一季度，公司以“偿二代”二支柱建设为核心，紧紧围

绕公司战略目标、价值发展和创新驱动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内控

合规保障生存、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的指导思想，确保各类风险基本

可控，为业务发展持续健康、经营业绩稳步提升提供保障。 

1、组织开展偿二代制度建设工作。我公司根据《中国保监会关

于正式实施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

〔2016〕10 号），开展了制度清理及建设工作。总公司各部门均指定

专人、落实责任，学习监管规则，积极查漏补缺，初步建立了偿二代

规则下的制度体系。 

2、继续推进偿二代二支柱建设工作。公司按照偿二代 10、11 号

规则的要求，加快二支柱建设工作，下发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目

标、责任分工和阶段安排，目前正在实施推进中。 

3、编制 2016 年度风险偏好陈述。编制了中华财险风险偏好陈述，

继续实行稳健的风险偏好，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及管控，保证偿付能力

达到监管要求。同时，确定了总体风险限额、风险容忍度，细化了大

类保险业务风险限额。 



4、推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试运行工作。公司在全系统开展了风

险管理信息系统的视频培训会议，开展了系统测试工作。推进实施关

键风险指标的监测预警，将运用技术手段开展风险监控的工作又向前

推进了一步。 

5、内控项目咨询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开展的

历时一年的内控项目咨询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作为项目成果的《内控

手册》、《内控评价手册》的初稿已经完成，同时提出了信息系统建设

的项目需求。《手册》以流程为出发点，基本涵盖公司各领域主要操

作风险点、控制点及评价方法，为今后实施内控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七、流动性风险 

 

2016 年一季度，公司下发了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确定了

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原则、具体目标、管理策略，建立与流动性风险特

点相适应的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流程，明

确了使用管理工具及方法等内容，为偿二代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同时，

公司开展 2015 年度流动性风险评估工作，按照流动性风险的监控指

标测算，公司全年四个季度均为现金净流入，公司流动性风险较小；

每季度速动比率保持在正常范围，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妥可靠，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净现金流（万元） 57,111.18                -33,335.85             
综合流动比率-3个月内（％） 53.67 57.56
综合流动比率-1年内（％） 117.35 61.69
综合流动比率-1年以上（％） 110.35 169.31
流动性覆盖率（％） 62.05 100.35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 - -



具有较高的偿还债务能力，流动性状况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