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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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 牛治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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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国有法人股占比 97.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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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季度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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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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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执行董事 汪立志 中共党员，保险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

公司非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历任湖南益阳地区工业学校

教务科教师，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教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业务员、财产险科长、宝安支公司经理，华安财产

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筹建负责人、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

广东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福建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总公司销售总监，兼

广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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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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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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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纪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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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控股董监事会

办公室总经理、文化品牌部总经理。 

独立董事 陈少华 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厦门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中

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历任厦门大学会计系助教、

讲师、副教授。 

2、监事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三季度末，公司有监事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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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书栋 中共党员，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现任中华财险

董监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助理。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资助办副主任、

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高等教育研究室科长、校团委副书记（借

调北京奥组委国家体育馆志愿者经理）、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兼校长秘

书，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院校事业部教育专员，

中华财险战略发展部品牌宣传处副处长、办公室文秘处副处长、办公

室总经理助理（期间借调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三季度末，总公司有高管人员 10 位。 

汪立志 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华财险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历任湖南衡阳纺织厂动力车间工人，湖南益阳地

区工业学校、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教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



深圳分公司财产险科长、宝安支公司经理，华安财产保险公司广东分

公司筹建负责人、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险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险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总公司销售总监，兼任广东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首

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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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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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英辉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华财险副总经理，兼任中华财险新疆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36141 部队 72 分队战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71 团四连职工，农四师 71 团派出所民警，兵团保险



公司 71 团支公司、中华保险伊犁分公司经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伊

犁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华财险伊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中华财险新疆分公司（筹）筹备组组长,中华财险新疆分公司

党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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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二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分类监管评

级为 B 类。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838,224.82 805,496.4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3516 2.2500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838,224.82 805,496.4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516 2.2500



。 

（三） 主要经营指标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841,561.13 2,989,370.09

净利润（万元） -15,802.92 82,865.64

净资产（万元） 1,349,062.68 1,349,062.68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万元） 5,573,696.00       5,951,350.63                  
认可负债（万元） 4,115,278.47       4,501,434.49                  
实际资本（万元） 1,458,417.53       1,449,916.14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458,417.53       1,449,916.14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单位：万元）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 2016 年二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分类监管

评级为 B 类。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620,192.71          644,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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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00.24          390,675.65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 411,354.66          381,790.34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24,982.41            30,940.06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8,036.83            22,054.75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37,423.95          197,522.84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18,768.30            21,645.80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38,747.72          199,3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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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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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89                 77.28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0,870.97            23,583.51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84,684.64          300,024.14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15,003.92            17,448.73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280,562.75          295,185.90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0,882.03            12,610.49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220,216.13          243,8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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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92.71          644,419.68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三季度，我公司继续以“偿二代”二支柱建设为核心，贯彻“内控合

规保障生存、风险管理创造价值”指导思想，加强对关键风险指标监

测预警，坚守风险管理底线。 

1. 配合监管机关开展 SARMRA 现场评估工作。我公司积极配合

监管机关现场评估工作，提供完善的评估资料及依据，加强组织协调

及沟通，确保现场评估工作顺利推进。通过评估，加深了对监管规则

的理解，不断提升制度健全性和执行有效性，增强公司风险管理能力。 

2. 强化季度关键风险指标监测。我公司继续强化三季度关键风

险指标监测，加强风险预警及提示，提供风险管理参考。 

3. 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公司组织开展了三季度风险评估工

作，不断识别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点，拟定风险应对措施，提高风险管

理意识。 

4. 开展“两加强、两遏制”回头看自查工作。通过开展回头看工作，

强化了对重点风险、重大问题、重点机构的自查整改，进一步提升了

各级机构内部管控能力，有效遏制了违法违规现象。 

七、流动性风险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净现金流（万元） -82,983.62           38,533.06                       
综合流动比率-3个月内（％） 108.56                 58.74                              
综合流动比率-1年内（％） 106.55                 90.94                              
综合流动比率-1年以上（％） 157.30                 184.73                            
流动性覆盖率（％） 273.76                 313.01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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