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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季度報告摘要註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2019年

第 1季度

註： 1. 本償付能力季度報告摘要是根據原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中國保監會」）印發的《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
管規則（1-17號）》的相關規定編製。

 2. 根據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職責整合，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不再保留中國銀
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2018年 4月 8日，中國銀保監會正式挂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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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1.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稱（中文）：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英文）：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王濱

註冊地址：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 16號

經營範圍： 人壽保險、健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各類人身保險業務；人
身保險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律、法規允許或國務院批准的資
金運用業務；各類人身保險服務、咨詢和代理業務；證券投資
基金銷售業務；國家保險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其他業務。

經營區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本報告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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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權結構、股東及其變動情況

(1) 股權結構

單位：萬股或人民幣萬元

股權類別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權的增減 期末

股份或
出資額 佔比 (%) 股東增資

公積金
轉增及分配
股票股利 股權轉讓 小計

股份或
出資額 佔比 (%)

人民幣普通股 2,082,353 73.67 – – – – 2,082,353 73.67

境外上市的外資股 744,118 26.33 – – – – 744,118 26.33

合計 2,826,471 100.00 – – – – 2,826,471 100.00

註： 目前股東信息查詢平台沒有按照「國有股、社團法人股、外資股、自然人股」分類統計股東類別的
功能，公司按照年度報告中的股本結構統計口徑披露。

(2) 實際控制人

本公司實際控制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本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產權及控制
關係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10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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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十大股東（按照股東本期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排列）

單位：萬股或人民幣萬元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本期內
持股數量或
出資額變化

本期末的
持股數量
或出資額

本期末的
持股比例

質押或凍結
的股份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國有股 0 1,932,353 68.37%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外資股 9 732,039 25.90% 0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股 0 72,394 2.56% 0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
 公司

國有股 0 11,972 0.42% 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外資股 1,401 4,472 0.16% 0

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國有股 0 1,845 0.07% 0

匯添富基金－工商銀行
 －匯添富－添富牛 53號
 資產管理計劃

其他 0 1,502 0.05% 0

中國工商銀行－上證 50交易型
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379) 1,439 0.05% 0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國有股 0 1,240 0.04% 0

中國工商銀行－廣發聚豐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989 989 0.03% 0

合計 – 2,020 2,760,245 97.65% 0

註： 本表格中「本期內持股數量或出資額變化」和「本期末的持股數量或出資額」列示數據為持股數量
（單位：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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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情況的說明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為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其
他香港中央結算系统参与者持有。因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有關規則并不要求上述人士申報所持股
份是否有質押及凍結情况，因此HKSCC Nominees 
Limited無法统計或提供質押或凍結的股份數量。

2. 匯添富基金－工商银行－匯添富－添富牛 53号資產
管理計划的資產托管人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上證 50
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均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
前十名股東间是否存在關联關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动人。

3. 子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

單位：萬股或人民幣萬元

公司名稱 公司類型
持股數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變動額 期初 期末 變動比例
1 國壽（蘇州）養老養生投資

有限公司
子公司 158,600 178,600 20,000 100.00% 100.00% 0.00%

2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子公司 240,518 240,518 0 70.74% 70.74% 0.00%

3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

子公司 240,000 240,000 0 60.00% 60.00% 0.00%

4 上海瑞崇投資有限公司 子公司 680,000 680,000 0 100.00% 100.00% 0.00%

5 金梧桐有限公司 子公司 12 12 0 100.00% 100.00% 0.00%

6 New Aldgate Limited 子公司 116,813 116,813 0 100.00% 100.00% 0.00%

7 CL Hotel Investor, L.P. 子公司 0 0 0 100.00% 100.00% 0.00%



6

公司名稱 公司類型
持股數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變動額 期初 期末 變動比例
8 恒悅富有限公司 子公司 0 0 0 100.00% 100.00% 0.00%

9 Fortune Bamboo Limited 子公司 243,488 243,488 0 100.00% 100.00% 0.00%

10 Golden Bamboo Limited 子公司 199,288 199,288 0 100.00% 100.00% 0.00%

11 Sunny Bamboo Limited 子公司 187,565 187,565 0 100.00% 100.00% 0.00%

12 國壽（北京）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子公司 173,000 173,000 0 100.00% 100.00% 0.00%

13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國揚果
晟投資管理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

子公司 325,000 315,000 –10,000 99.997% 99.997% 0.00%

14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佰寧投
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

子公司 168,000 168,000 0 99.98% 99.98% 0.00%

15 上海遠墅圓玖投資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子公司 60,600 60,600 0 99.98% 99.98% 0.00%

16 上海遠墅圓品投資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子公司 60,600 60,600 0 99.98% 99.98% 0.00%

17 上海丸晟實業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

子公司 400,000 400,000 0 99.98% 99.98% 0.00%

18 蕪湖遠翔天益投資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子公司 53,256 53,256 0 99.98% 99.98% 0.00%

19 蕪湖遠翔天複投資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子公司 53,256 53,256 0 99.98% 99.98% 0.00%

20 CBRE Global Investors 
U.S. Investment I, LLC

子公司 0 30,301 30,301 0.00% 100% 100%

21 安諾優達基因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25,000 25,000 0 13.09% 13.09% 0.00%

22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聯營企業 600,000 600,000 0 40.00% 4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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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類型
持股數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變動額 期初 期末 變動比例
23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860,063 860,063 0 43.69% 43.69% 0.00%

24 中糧期貨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29,617 29,617 0 35.00% 35.00% 0.00%

25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225,346 225,346 0 29.59% 29.59% 0.00%

26 上海金仕達衛寧軟件科技
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19,200 19,200 0 23.08% 23.08% 0.00%

27 GLP U.S. Income 
Partners II

聯營企業 321,195 317,929 -3,266 25.25% 25.25% 0.00%

28 中石化川氣東送天然氣管
道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2,000,000 2,000,000 0 43.86% 43.86% 0.00%

29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

聯營企業 2,182,959 2,182,959 0 10.29% 10.29% 0.00%

30 普洛斯國驛（珠海）
併購基金（有限合伙）

聯營企業 433,068 433,068 0 81.63% 81.63% 0.00%

31 中電投核電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 800,000 800,000 0 26.76% 26.76% 0.00%

32 南寧國壽申潤投資發展基
金合伙企業（有限合伙）

合營企業 336,000 336,000 0 60.00% 60.00% 0.00%

33 國壽（三亞）健康投資有限
公司

合營企業 30,600 30,600 0 51.00% 51.00% 0.00%

34 RXR 1285 Holdings JV 
LLC

合營企業 151,497 151,497 0 51.55% 51.55% 0.00%

35 北京國壽中交城市發展投
資基金合伙企業（有限
合伙）

合營企業 1,039,994 1,039,994 0 49.9999% 49.9999% 0.00%

36 國壽海控（海南）健康投資
有限公司

合營企業 10,200 10,200 0 51.00% 51.00% 0.00%

37 國壽萬科壹號（嘉興）健康
養老產業投資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

合營企業 0 9,750 9,750 0.00% 59.82% 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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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類型
持股數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變動額 期初 期末 變動比例
38 國壽萬科貳號（嘉興）健康

養老產業投資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

合營企業 0 9,750 9,750 0.00% 59.82% 59.82%

39 國壽僑城（深圳）投資合伙
企業（有限合伙）

合營企業 0 851,394 851,394 0.00% 84.99% 84.99%

註： 本表格中 1、4-22、26-39項「持股數量或成本」列示數據為投資成本（單位：人民幣萬元）。

4.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基本情況

(1) 董事基本情況

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王濱 1958年 11月 經濟學博士 2018年
12月 3日
開始

董事長、
執行董事

銀保監複
〔2018〕322號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董事長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世貿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中國國際貿易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自 2018年 12月起擔任本公司執
行董事、董事長。自2018年8月
起擔任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
司董事長。自2012年3月至2018
年 8月任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
長、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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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蘇恒軒 1963年 2月 管理學博士 2018年
12月 20日
開始

執行董事 銀保監許可
〔2018〕562號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副總裁

北京市西城區政協委員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待核准）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待核准）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待核准）

自 2018年 12月起擔任本公司執
行 董 事。 自 2018年 12月 起 由
董事會委任為本公司總裁。自
2017年 12月起任中國人壽保險
（集團）公司副總裁。2015年3月
至 2018年 2月，擔任中國人壽
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2013年至2015年5月任本公司副
總裁。

徐海峰 1959年 5月 工商管理碩士 2015年
7月 11日
開始

執行董事 保監許可
〔2015〕718號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自2015年7月起擔任本公司執行
董事。自 2014年 11月起擔任本
公司副總裁。自 2015年 9月起
擔任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非執行董事。自 2015年 1月
至2017年1月擔任中國人壽電子
商務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自
2014年 2月至 2014年 11月擔任
本公司業務總監，同時兼任河
北省分公司總經理。



10

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袁長清 1961年 9月 工商管理碩士 2018年
2月 11日
開始

非執行董
事

保監許可
〔2018〕196號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副董事長、總裁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中國世貿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中國國際貿易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中國國際商會副會長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
副會長

自2018年2月起擔任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現任中國人壽保險（集
團）公司副董事長、總裁、黨委
副書記。2015年 4月至 2017年
5月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監事長、黨委副書記。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擔任
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副總經
理、紀委書記。2012年 8月至
2014年 11月擔任中國光大（集
團）總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
理、紀委書記，期間兼任光大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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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劉慧敏 1965年 6月 法學博士 2017年
7月 31日
開始

非執行董
事

保監許可
〔2017〕897號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副總裁

中國保險學會副會長

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
障研究中心常務理事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中國人壽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董事長

自2017年7月起擔任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自 2013年 9月起擔任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副總
裁，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兼
任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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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尹兆君 1965年 7月 公共管理碩士 2017年
7月 31日
開始

非執行董
事

保監許可
〔2017〕897號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副總裁

國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長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上海總部主任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

中保大廈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第二屆統
計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金融會計學會副會長

自2017年7月起擔任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自 2016年 10月起擔任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副總
裁。自 2011年起歷任交通銀行
山西省分行、河北省分行、北
京市分行行長。

張祖同 1948年 11月 理學學士 2014年
10月 20日
開始

獨立董事 保監許可
〔2014〕864號

嘉裡建設有限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華虹半導體有限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自 2014年 10月起擔任本公司獨
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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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白杰克 1951年 10月 經濟學碩士 2015年
7月 11日
開始

獨立董事 保監許可
〔2015〕718號

雅禮協會董事 自 2015年 7月起擔任本公司獨
立董事。2014年自高盛集團退
休，2011年8月至2014年5月任
高盛董事總經理、英國高盛國
際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

湯欣 1971年 9月 法學博士 2016年
3月 7日開
始

獨立董事 保監許可
〔2016〕150號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委員會
委員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立董事
委員會主任委員

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

蘇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自2016年3月起擔任本公司獨立
董事。自 2008年至 2014年任中
國東方紅衛星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自 2009年至 2013年任
國投電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
長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自 2009年至 2015年任北京
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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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梁愛詩 1939年 4月 法學碩士 2016年
7月 20日
開始

獨立董事 保監許可
〔2016〕717號

姚黎李律師行顧問律師

霍英東銘源發展有限公司
顧問

俄羅斯聯合鋁業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2016年7月起擔任本公司獨立
董事。2009年 12月至今，擔任
俄羅斯聯合鋁業有限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2010年4月至今，
擔任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2017年 6月至
今，擔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 監事基本情況

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賈玉增 1962年 6月 工商管理碩士 2018年
7月 11日
開始

監事會主
席

銀保監許可
〔2018〕562號

自 2018年 7月起擔任本公司監
事會主席。2013年至 2018年期
間，擔任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董事會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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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羅朝暉 1974年 3月 金融專業博士 2018年
2月 11日
開始

監事 保監許可
〔2018〕196號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戰略規劃部副總經理

自 2018年 2月起擔任本公司監
事。2013年8月擔任中國人壽保
險（集團）公司戰略規劃部總經
理助理，2013年 11月至 2015年
10月期間掛職任本公司河北石
家莊分公司副總經理，2016年
7月擔任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
司戰略規劃部副總經理。

唐勇 1972年 7月 文學學士 2019年
2月 2日
開始

監事 銀保監複
〔2019〕165號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力
資源部副總經理

自 2019年 2月起擔任本公司監
事。自 2018年 8月起至 2019年
3月任本公司監察部副總經理，
全面主持監察部工作。2016年
10月至2018年8月期間，先後擔
任本公司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助
理、副總經理。2011年至 2016
年期間，先後擔任本公司人力
資源部系統員工管理處高級經
理、江西省分公司人力資源部
總經理、本公司人力資源部規
劃處高級經理。



16

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日期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宋平 1964年 6月 文學學士 2018年
3月 15日

職工代表
監事

保監許可
〔2018〕331號

自 2018年 3月起擔任本公司監
事。自2017年1月起擔任本公司
辦公室主任。2006年至 2017年
期間，先後擔任本公司發展改
革部總經理助理、北京市分公
司總經理助理、法律與合規部
副總經理、人力資源部副總經
理、電子商務部總經理。

黃辛 1974年 2月 經濟學學士 2018年
6月 20日
開始

職工代表
監事

銀保監許可
〔2018〕417號

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人力資源
專委會繼續教育工作部副部
長

自 2018年 6月起擔任本公司監
事。2018年 3月 至 2018年 12月
任本公司人力資源部總經理。
2014年 8月 至 2018年 3月 擔 任
本公司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
2010年12月至2014年8月期間，
先後擔任中國人壽保險（集團）
公司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助理、
副總經理，其中 2011年 2月至
2013年2月掛任本公司河北省石
家莊市分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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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基本情況

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年月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利明光 1969年 7月 經濟學碩士、
高級管理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

2017年
6月起任
董事會秘
書，2014
年 11月
起任副總
裁，2012
年3月起任
總精算師

副總裁、
董事會秘
書、總精
算師

保監許可
〔2014〕918號
保監許可
〔2017〕664號
保監壽險
〔2012〕187號

中國精算師協會常務理事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總精算師

自2017年6月起擔任本公司董事
會秘書，2014年 11月起擔任本
公司副總裁，2012年3月起擔任
本公司總精算師。

趙立軍 1963年 7月 高級管理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

2016年
11月起任
財務負責
人，2016
年7月起任
副總裁

副總裁、
財務負責
人

保監許可
〔2016〕717號
保監許可
〔2016〕1148號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中國人壽富蘭克林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自 2016年 11月起擔任本公司財
務負責人，2016年 7月起擔任
本公司副總裁。2014年至 2016
年擔任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
司財務總監兼財務部總經理。
2012年至 2014年期間，先後擔
任本公司數據中心副總經理（主
持工作）、總經理。

肖建友 1968年 9月 醫學、法學雙
學士

2016年
10月

副總裁 保監許可
〔2015〕757號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非執行董事

中國人壽保險銷售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

自 2016年 10月起擔任本公司副
總裁。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
擔任本公司總裁助理。2013年
至 2015年期間，先後擔任本公
司江蘇省分公司副總經理（主持
工作）、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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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年月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趙鵬 1972年 4月 工商管理碩
士、經濟學碩
士

2018年
3月

副總裁 保監許可
〔2017〕1202號

自2018年3月起擔任本公司副總
裁。2017年 10月 至 2018年 3月
擔任本公司總裁助理。2014年
至 2017年期間，先後擔任本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副總經理（省分
公司總經理級）、負責人（省分
公司總經理級）、總經理。

阮琦 1966年 7月 高級管理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

2018年
4月

副總裁 銀保監許可
〔2018〕63號

自2018年4月起擔任本公司副總
裁。2016年 10月 至 2018年 4月
擔任本公司首席信息技術執行
官。2014年至 2016年期間，先
後擔任中國人壽數據中心總經
理、本公司信息技術部總經理
（省分公司總經理級）。2004年
至 2014年期間，先後擔任本公
司信息技術部副總經理、總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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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年月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詹忠 1968年 4月 工學學士 2017年
8月

營銷總監 自 2017年 8月起擔任本公司營
銷總監。自 2014年 7月起擔任
本公司個險銷售部總經理（省分
公司總經理級）。2015年 7月至
2017年8月擔任本公司職工代表
監事。2013年至 2014年擔任本
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副總經理（主
持工作）、總經理。

楊紅 1967年 2月 高級管理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

2018年
3月

運營總監 自 2018年 3月起擔任本公司運
營總監，2018年1月起擔任本公
司運營服務中心總經理。2011
年至 2018年期間，先後擔任本
公司研發中心副總經理（主持工
作）、總經理，業務管理部總經
理（省分公司總經理級）、流程
管理部總經理（省分公司總經理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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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學歷（學位）
任期
起始年月 職務

任職資格
批准文號

在關聯方和其他單位任職
和兼職情況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經歷

許崇苗 1969年 10月 法學博士 2018年
7月

合規負責
人、法律
與合規部
總經理

銀保監許可
〔2018〕593號

自2018年7月起擔任本公司合規
負責人，2014年9月起擔任本公
司法律與合規部總經理。2006
年至 2014年期間，先後擔任本
公司法律事務部副總經理，法
律與合規部副總經理、總經理
級法律責任人。

註：

1. 本表列示信息為截至本報告披露時的相關信息；其中高級管理人員部分列示了非董事、監事的總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基本情況，其他總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情況請參見董事、監事基本情況表。

2. 本報告期間及截至本報告披露時，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變動情況：

1) 2019年 1月 24日，許恒平先生向公司遞交辭任函，辭去公司執行董事職務。

2) 2019年 2月 18日，史向明先生向公司遞交辭任函，辭去公司監事職務。

3) 經本公司 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選舉及中國銀保監會核准，唐勇先生監事任職資格自
2019年 2月 2日起生效。

4) 經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審議批准並經中國銀保監會核准，蘇恒軒先生擔任本公司
總裁，任期自 2019年 4月 2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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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償付能力信息公開披露聯絡人及聯繫方式

聯絡人姓名： 何錚

辦公室電話： 010-63631371

傳真號碼： 010-66575722

電子信箱： c-rossinfo@e-chinalife.com

二、 主要指標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本季度數 上季度數
核心償付能力溢額 50,441,248.85 45,748,127.51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 252.03% 250.55%

綜合償付能力溢額 53,941,494.11 45,749,573.32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262.58% 250.56%

保險業務收入 27,235,322.95 6,729,197.85

淨利潤 2,536,941.54 -832,866.61

淨資產 36,323,040.45 31,800,494.14

註： 保險業務收入、淨利潤及淨資產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

本公司最近一期的風險綜合評級，即 2018年第 4季度的風險綜合評級結果為A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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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資本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本季度數 上季度數
認可資產 334,195,971.37 321,836,569.12

認可負債 247,075,823.57 245,699,839.23

實際資本 87,120,147.80 76,136,729.89

 核心一級資本 82,840,745.53 75,356,127.07

 核心二級資本 779,157.01 779,157.01

 附屬一級資本 3,500,245.26 1,445.81

 附屬二級資本 0 0

四、 最低資本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本季度數 上季度數
量化風險最低資本 34,018,921.05 31,156,727.75

 壽險業務保險風險最低資本 6,997,526.16 6,291,184.36

 非壽險業務保險風險最低資本 599,276.68 520,045.36

 市場風險最低資本 33,581,372.67 30,546,037.65

 信用風險最低資本 5,480,197.51 5,241,033.60

 量化風險分散效應 7,119,932.49 6,591,213.72

 特定類別保險合同損失吸收效應 5,519,519.48 4,850,359.50

控制風險最低資本 -840,267.35 -769,571.18

附加資本 0 0

 逆周期附加資本 0 0

 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的附加資本 0 0

 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的附加資本 0 0

 其他附加資本 0 0

最低資本 33,178,653.70 30,387,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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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風險綜合評級

風險綜合評級，即分類監管，是指中國銀保監會根據相關信息，以風險為導向，綜合分析、
評價保險公司的固有風險和控制風險，根據其償付能力風險大小，評定為不同的監管類別，
並採取相應監管政策或監管措施的監管活動。

中國銀保監會每季度對本公司風險綜合評級進行評定，本公司 2018年第 4季度和第 3季度的風
險綜合評級結果均為A類。

六、 風險管理狀況

中國銀保監會定期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進行評估。2018年，中國銀保監會對 35
家保險公司開展了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評估 (SARMRA)，根據《關於 2018年 SARMRA評估
結果的通報》（銀保監財〔2018〕125號），公司 2018年評估得分 84.94分，九大評分模塊得分分
別如下：風險管理基礎與環境 17.76分，風險管理目標與工具 8.41分，保險風險管理 8.60分，
市場風險管理 8.65分，信用風險管理 8.61分，操作風險管理 8.59分，戰略風險管理 8.77分，
聲譽風險管理 7.34分，流動性風險管理 8.22分。

七、 流動性風險

1. 流動性監管指標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指標名稱 本季度數
實際淨現金流 15,332

綜合流動比率 –

 未來 3個月內綜合流動比率 393%

 未來 1年內綜合流動比率 -1212%

 未來 1至 3年內綜合流動比率 -186%

 未來 3至 5年內綜合流動比率 -2194%

 未來 5年以上綜合流動比率 21%

公司整體流動性覆蓋率 –

 壓力情景一 3081%

 壓力情景二 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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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實際淨現金流是指本公司報告期間內實際發生的淨現金流；

2. 綜合流動比率 = 
現有資產的預期現金流入合計

 × 100%；
  現有負債的預期現金流出合計

3. 壓力情景一是假設簽單保費較去年同期下降 80%，同時退保率假設為基本情景的 2倍（但退保率絕對值
不超過 100%)；

4. 壓力情景二是假設預測期內到期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20%無法收回本息。

2. 流動性風險分析及應對措施

本公司現金流充裕。本公司按照《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則第 12號：流動性風險》及有
關規定的要求，建立健全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按季度監測各類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有
效防範流動性風險。

八、 監管機構對本公司採取的監管措施

報告期內未發生中國銀保監會對本公司採取重大監管措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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