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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 3 号院 1 号楼 15-19 层 

法定代表人： 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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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代理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的保险业务。 

经营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包括浙

江省、四川省、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陕

西省、大连市、重庆市、宁波市、辽宁省、福建省、河

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湖北

省、青岛市、甘肃省、湖南省、深圳市、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厦门市、山西省、安徽省、云南省、黑龙江省、

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贵州省。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 艾冰清 

办公室电话： 010-83328167 

电子信箱： aibingqing@c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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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权结构（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股东
增资 

公积金
转增及
分配股
票股利 

股权转
让 

小计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国家股 2,000 0.14 - - - - 2,000 0.14 

国有法人股 1,321,895 90.29 - - - - 1,321,895 90.29 

社会法人股 140,105 9.57 - - - - 140,105 9.57 

外资股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合计 1,464,000 100.00 - - - - 1,464,000 100.00 

（二） 股东（单位：万股或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量（出资额） 

期末持股比

例 

1 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87,345 87.93% 

2 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114,000 7.79%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550 1.81% 

4 新疆华联投资有限公司 26,000 1.78% 

5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5,000 0.34% 

6 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500 0.10%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1,000 0.07%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 0.07% 

9 新疆恒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0 0.07%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供销合作总公司 500 0.03% 

11 昌吉市天隆商贸有限公司 105 0.01% 

合计 1,464,000 10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无 

备注 1：公司股东新疆恒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已与图木舒克光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实施合并，改组组建为图木舒克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该事项上报银保监会备案,该事

项章程已修改未批复。  

备注 2：公司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已将其持有的我公司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新疆绿

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该事项已上报银保监会备案，该事项章程已修改未批复。   

（三）实际控制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四）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6,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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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8,000 80.00% 

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00 4.13% 

东方安贞（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4,500 8.96% 

苏州太平国发之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9,900 99.80% 

中保投（深圳）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00 19.97% 

（五）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7位董事。 

徐斌先生：1962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华联合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万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共享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兼任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历任浙江省云和县人民银行信贷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浙江省丽水地区云和县支公司业务股股长、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

丽水地区分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书记、总经理；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

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人保财险江苏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杭州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人保财险杭州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华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高兴华先生：1965年出生，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执行董事，中华联

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历任人民保险公司甘肃省兰州市分公司东岗办事

处业务员、甘肃省分公司营业部科长、甘肃省分公司涉外业务部经理助理、甘肃省分公司营业部

副经理（主持工作）、甘肃省分公司市场开发处/计划统计处处长、甘肃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助理；人保财险甘肃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人保财险总公司个险营销管理部

总经理、市场研究部/渠道管理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人保健康党委委

员、副总裁。 

刘波先生：1970年出生，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资产管理公司筹备组组长、资产管理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员。历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管理一部总经理、东银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邵晓怡女士：1976年出生，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中华联

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共享服务中心总经理。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建支行计财部会

计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

理，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制度处经

理、高级经理、财务管理部助理总经理、综合计划与战略协同部副总经理。 

何秋田先生：1981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兼任新疆锦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星

发电有限公司董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标有限公司董事，克拉玛依红山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新疆银丰现代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新疆中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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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新疆德

汇实业集团投资主管、总裁秘书；新疆德汇矿业公司项目部副经理；新疆天然能源集团投资部副

经理、投资部经理、运营部高级经理；新疆天然金属矿产公司总经理助理；新建生产建设兵团投

资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投资管理部总经理、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张黎先生：1967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同时担任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神州租车公司（香港上市 00699）独立董事、中国全

聚德股份有限公司（002186）独立董事等职务。历任安徽合肥第一毛棉纺织厂和安徽淮北市纺织

集团技术员和销售员，美国密苏里大学助教授，香港亚洲讯息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高级业

务经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BiMBA（北大国际 MBA）

助理院长、副院长和院长。 

李晓慧女士：1967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国网信通（600131SH）、骆驼股份（601311 SH）、方大特钢（600507 SH）独立董事，中国内部

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中国内部审计准则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沧州会计事务所涉外部经理，沧狮会计事务

所副所长。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 3位监事。 

汪立志先生：1964年出生，保险学硕士，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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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风险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丽女士：1969年出生，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监事，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

险合规部总经理。历任安徽保监局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和健康

保险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意外和健康保险部总经理，风险合规部总经理。 

韩峰先生：1975年出生，公共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监事、纪委委员、董监事会办公室副总

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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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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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 11位。高兴华先生和邵晓怡女士简历请见董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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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华先生：1966年出生，工学学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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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保险共享服务中心副总经理。 

田振华先生：196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合规负责人、

首席风险官，兼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历任人保财险肥城支公司计财科副科长、科长；

人保财险肥城支公司党支部委员、经理助理、副经理；人保财险泰安分公司保证保险部党支部书

记、经理；中华财险泰安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总部党委书

记、总经理；中华财险济南中心支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中华财险理赔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中华财险业务总监。 

聂尚君先生：1973年出生，管理学博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法律责任人，兼任北京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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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财险风险合规部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王振宇先生：1976 年出生，工学博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任责任保险部/信

用保证保险部总经理。历任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副处长、业务管理部部门负责人；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秘书（部门总经理助理级）；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发展与

管理部总经理；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副 CEO 职责；中华财险总公司再

保部总经理（兼任）；中华财险总裁助理。 

王永祥先生：1974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总公司理赔部总经理、

网络保险部总经理，兼任万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历任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车

险部经理；天平汽车保险公司产品经理；天平汽车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助理总经理（主持工作）；

天平汽车保险公司核损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天平汽车保险公司理赔管理部总经理；天平汽车保

险公司理赔运营中心总经理；安盛天平财险理赔副总监、首席理赔官、总裁助理；中华财险总裁

助理。 

江炳忠先生：1963年出生，历史学学士，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任总公司农村保险事业部

总经理，中华保险农险公司筹备组副组长。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辑部记者、编辑、主任科

员、编辑部主任；人民保险报编辑部主任；人保湖南省公司办公室综合科长，人事处教育科长、

副处长，郴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财产险处副处长，承保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华财险长

沙分公司筹备组成员，湖南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湖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广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总公司意外和健康保险部总经理（兼任）。 

邱彬先生：1969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任总公司健康保险事业部/

意外保险部总经理。历任中南财经大学财税系团委书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研究发展中心主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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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个人代理营销管理部副处长，人保财险战略发展部副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市场研究

部/渠道管理部处长，人保健康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兼团险营销部/结合市场部副总经理、

团险营销部/结合市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市场部总经理兼战略发展部主要负责人、市场部

总经理兼团体保险部/社会保险补充业务部总经理、社会保险部总经理兼电子商务部总经理、互动

管理部总经理，人保财险社会医疗保险事业部总经理、党委巡视组资深专家兼巡视专员。 

邢环女士：1978年出生，管理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历任人民保险公司财会部预

算管理处主任科员；人保财险财会部会计管理处处长助理、资产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会

计管理处处长；中合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华财险

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刘新喜先生，1975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本公司总精算师、精算责任人、精算部/产品

创新开发部总经理。历任湖南新邵四中教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产品开发部主任科员；中国人保

控股公司办公室主任科员，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产品精算部精算处高级主管；中华财险研究发

展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产品精算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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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558,576 614,31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4.10% 160.86%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357,674 1,213,58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1.51% 220.2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 B 

保险业务收入 1,575,501 1,100,108 

净利润 -28,191 12,190 

净资产 1,666,401 1,699,090 

备注：上季度（末）数为审计后数据。 

三、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7,932,146 6,714,185 

认可负债 5,542,063 4,491,203 

实际资本 2,390,083 2,222,982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590,985 1,623,711 

核心二级资本 0 0 

附属一级资本 799,098 599,271 

附属二级资本 0 0 

备注：上季度（末）数为审计后数据。 

四、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 1,032,409 1,009,399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022,440 999,65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0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25,047 545,875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24,600 311,022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570,730 529,936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97,937 387,180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9,969 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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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注：上季度（末）数为审计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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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2020 年第 3 季度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B 类，2020 年第 4 季度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B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根据银保监会通报文件，公司最近一期 SARMAR 监管评估是 2017 年，得分为 78.05 分，比

2016年度提高 0.47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84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53分，保险

风险管理 8.08 分，市场风险管理 7.77 分，信用风险管理 7.92 分，操作风险管理 8.14分，战略

风险管理 8.47分，声誉风险管理 7.71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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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现金流（万元） 90,161     -77,088  

综合流动比率-3 个月内（％） 129.21           112.72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105.91           101.51  

综合流动比率-1 年以上（％） 147.58           171.94  

流动性覆盖率-情景 1（％） 519.34 223.62 

流动性覆盖率-情景 2（％） 291.20 391.99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 - - 

备注：上季度（末）数为审计后数据。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根据 2021 年第 1 季度流动性监控指标分析，流动性覆盖率方面，优质流动资产能够覆盖情

景一、情景二下未来 1 个季度现金流出，覆盖能力较强；综合流动比率方面，公司 3 个月内、1 年

内及 1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均大于 100%，能够很好地兼顾资金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平衡。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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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