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United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2017 年第 1 季度 

  

 



 

目  录 

一、基本信息 ..................................... 3 

二、主要指标 .................................... 11 

三、实际资本 .................................... 12 

四、最低资本 .................................... 13 

五、风险综合评级 ................................ 14 

六、风险管理状况 ................................ 14 

七、流动性风险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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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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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0%，社会法人股占比 9.57%。前五

大股东分别为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128.73亿股，持

股比例 87.93%；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持 11.4亿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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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亿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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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安贞（北京）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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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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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集

团党委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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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集团党委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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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王福山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银河基金公司及银河期货独立董事。历任北京大学地

球物理系助教，国家地震局北京分析室研究员，京津唐办科技司助研，

人教司副司长，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保公司防灾部总经理，

中保财产险公司车险部总经理，中保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阳光基

金董事长，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巡视员，中华控股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陈少华  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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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教授。现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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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有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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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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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监事任期届满未改选，现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该名监事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监事 何伟斌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监事，中华

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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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峰 中共党员，公共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监事、纪委委

员、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历任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科员，中国人保控股

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科员，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成

员,人力资源部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副总经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公司现有高管人员 9位。 

汪立志 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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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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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薛  贵 中共党员，财政学博士，经济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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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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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分类监管评

级为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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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888.10 721,584.3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9814 2.0442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331,814.68 1,317,162.2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761 2.9061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986,961.43 986,961.43

净利润（万元） 40,641.71 40,641.71

净资产（万元） 1,409,741.70 1,409,741.70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万元） 6,340,867.11                       5,934,541.91                       

认可负债（万元） 4,259,187.58                       3,926,370.50                       

实际资本（万元） 2,081,679.53                       2,008,171.4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485,752.95                       1,412,593.52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595,926.58                          595,577.88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740,899.96                          682,7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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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75.14                          431,531.60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

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425,371.30                          424,571.25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

风险最低资本
22,595.74                            25,101.5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

分散效应
16,391.90                            18,141.1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38,056.99                          197,902.88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

本
32,607.41                            33,775.01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

低资本
240,407.68                          199,7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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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55                                 329.5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35,247.65                            35,969.23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55,412.67                          306,936.16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

本
27,147.07                            27,326.61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

险最低资本
347,652.59                          298,961.96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9,387.00                            19,352.41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284,144.83                          253,6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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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4.89                              8,2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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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864.85                          691,009.16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 2016年四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分类监管

评级为 B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季度，风险管理紧紧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和中心工作，坚持“筑

底线、促达标、强专业、创价值”的指导思想，着力推进“风险合规

提升年”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提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为

公司发展和变革提供坚实保障。 

1. 组织开展年度风险评估工作；对印章管理、电商流程进行了

专项内控评估工作。 

2. 制定年度风险偏好陈述，继续实行稳健的风险偏好，加强风

险监测评估及管控，积极稳妥地管控风险；保持监管要求以上的偿付

能力，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3. 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双达标”提升工作，结合监管 SARMRA

现场评估反馈情况，制定提升方案，分解工作任务，组织完善偿二代

相关制度；开展风险综合评级（IRR）专题培训及抽查，不断提升风

险管控能力。 



七、流动性风险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净现金流（万元） 52,849.12                            866.39                                 

综合流动比率-3个月内（％） 129.01                                 64.13                                   

综合流动比率-1年内（％） 94.54                                   100.32                                 

综合流动比率-1年以上（％） 145.21                                 111.92                                 

流动性覆盖率（％） 296.68                                 295.46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