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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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3 亿股，持

股比例 87.93%；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持 11.40 亿股，持股比例

7.79%；新疆华联投资有限公司，持 2.6 亿股，持股比例 1.78%；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1.50 亿股，持股比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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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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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季度末，公司有董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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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刘  锐 法学博士，教授。现任国家行政学院法律顾问、



法学部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民商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保

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保险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2、监事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四季度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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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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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财险董监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助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四季度末，总公司有高管人员 9位。 

汪立志 同董事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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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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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现任本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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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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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华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工程师、经

济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中华保险共享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历任

江淮磷肥厂两项工程项目指挥部技术组组长，淮南化工集团葛莱美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平安产险安徽省公司淮南中支公司总经理助理，平

安产险安徽省公司财险部、客服部、重点项目部、公司业务部经理，

平安产险安徽省公司马鞍山中支公司总经理，平安集团后援集中项目

组产险组骨干成员，平安集团全国后援管理中心财产险两核作业部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平安集团全国后援管理中心作业效绩管理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电话中心副总经理（兼）、财产险两核作业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平安数据科技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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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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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际资本 

 



四、最低资本（单位：万元）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 2016 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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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我公司继续以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贯彻

“内控合规保障生存、风险管理创造价值”指导思想，配合监管检查，

加强监测预警，严守风险合规底线。 

1. 配合保监会“两两回头看”现场检查，及时完成相关整改工

作，制定下发非法集资风险定期排查制度及偿付能力管理培训办法。

强化了对重点风险、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自查整改，提升了各级机

构内部管控能力，有效遏制了违法违规现象。 

2. 强化风险偏好落地工作，强化关键风险指标监测与分析，通

过线上报送指标，线下分析研究，加强了对大类风险的判研和预警，

为高管层提供风险管理参考，对一道防线部门给予提示。 

3. 开展操作风险和内控评估工作。公司运用内控咨询项目成果，

组织开展了操作风险和内控自评工作，覆盖各个条线部门和省级机

构，通过梳理流程、排查风险点、查找缺陷漏洞，为下一步改进提高

指明了方向。 

4. 保监会公布了偿二代 11号规则《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

估》（简称 SARMRA）首次评估结果。我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

得分为 77.58 分，高于同业均值。 



七、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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