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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吴永烈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5 号院 1 号楼 12 层 1501 和 13 层 1601 

经营范围： 

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

险业务除外）: （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三）仅限代理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险种。 

经营区域： 

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股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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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股 0 0 0 0 0 0 0 0 

国有法人股 1,850,000,000 50% 0 0 0 0 1,850,000,000 50% 

社会法人股 0 0 0 0 0 0 0 0 

外资股 1,850,000,000 50% 0 0 0 0 1,850,000,000 5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700,000,000 100% 0 0 0 0 3,700,000,000 100% 

填表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

栏目中填列股权数额（单位：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司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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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

股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

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国有企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

持有的股权。 

2．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权关系 性质 
年度内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变化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投资关系 法人 0 

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 外资 投资关系 法人 0 

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

例降序填列，单位：股或元）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年度内持

股数量或

出资额变

化 

年末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 

年末

持股

比例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0 1,850,000,000 50% 0 

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 外资 0 1,850,000,000 50% 0 

合计 —— 0 3,700,000,000 100% 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无关联方关系 

填表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5 位董事。 

吴永烈：53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吴永烈和

戴宪生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4〕881 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历任化学工业部财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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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抚顺石化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2014 年 9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泉：49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丁泉任职资格

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982 号）。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历任锦州石化公

司规划处科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资本企划处副处长、资

本企划与综合处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资本企划处处长、专职董监事等职务。2016 年 9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董事。 

孟兴国：孟兴国先生，61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6﹞1126号）。1978 年 7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5

年 7 月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保险硕士学位，1994 年 7 月获美国天

普大学管理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博士学位。曾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分行金管

处副处级助理调研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保险司综合处负责人、安联大众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保险股权主任、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

财产再保险公司董事、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有丰富的管理工

作经验。 

潘国潮：56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潘国潮等人

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国际〔2009〕67 号）。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历任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发展部计划处副处长、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国际业

务部经理、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09 年 1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游一冰：51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设立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机审〔2002〕5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获文学学士，

英国特许保险学会高级会员(FCII)，英国特许保险师。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

公司营业部助理经理、中国保险（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忠利保险有限

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国地区经理等职务。2002 年 1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董事。 

（2）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张剑锋： 57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张剑锋、

门小海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3号）。张剑锋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统计学

专业学士，拥有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FSA）和美国精算师学会会员（MAAA）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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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锋先生，曾供职于安盛、中宏、友邦、荷兰国际集团、中荷等国际国内保险公司，

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等地担任管理职位。2016年2月1日张剑锋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 

肖文建：50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肖文

建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4〕672号）。江汉石油学院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肖文建先生曾长期任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系统，担任财务资产

部会计处副处长、处长、财务稽查处处长、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等职。

2014年8月6日肖文建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全面参与公司

战略规划、风险管理、业务发展等重大经营管理决策。 

王明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复旦大学固体力学专业硕士学位，取得

北美精算师资格认证（FSA）。王明祺女士曾供职于安联、普华永道、太平洋安泰、建

信人寿等公司。王明祺女士2017年7月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为公

司战略决策、风险管理、产品体系建立提供专业建议。 

何焰：48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何焰财务负

责人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3〕500号）。辽宁大学会计学学士，清华大学管

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何焰女士曾供职于中石油华北石油管理局、中石油集团公司，

在财务管理领域从事资金、会计、预算和税务等岗位，历任副处长、处长。2013年12月

12日何焰女士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分管财务、企业服务、资产

管理等职能。 

门小海：44 岁，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张

剑锋、门小海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3 号）。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学历。门小海先生曾供职于中国人寿，于2001年8月加入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先后在总公司培训部、广东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担任重要管理职务。2016 年 1 月

26 日门小海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个人营销业务渠

道。 

甄庆哲：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精算专业硕士

学历。甄庆哲女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物资装备公司、中意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甄庆哲 2013 年 11 月任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自 2017 年 8 月起兼任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参与

中意人寿资产管理相关经营及投资决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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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羽：51 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法律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

《关于伦羽合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法规〔2008〕1020 号）和《关于伦羽

担任法律责任人的批复》（保监寿险〔2006〕262 号）。广西大学法学学士，新西兰梅

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伦羽先生拥有二十多年的法律从业经验，担任过专业律师以及

企业法律顾问。2005 年 11 月伦羽先生加入中意人寿，担任法律合规部部门负责人。

2008 年 8 月伦羽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分管法务、合规职

能。 

陈娟华：53 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陈娟

华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3〕124 号）。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国民经济计划

专业学士，审计师。陈娟华女士曾供职于北京市审计局、黎马敦（中国）、通用电气、

民生人寿、华泰人寿等公司。2008 年 12 月陈娟华女士加入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担任审计部部门负责人。2013 年 9 月 23 日陈娟华女士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审计责任人，负责审计相关工作。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股）或出资额

（元）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

额 
期初 期末 

变动 

比例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0,000,

000 

160,000,

000 
0 80% 80% 0 

偿付能力报告联系人 

报告联系人姓名： 周辉义 

办公室电话： 010-58763988 转 1922 

移动电话： 18911185622 

传真号码： 010-57611818 

电子信箱： Steven.zhou@general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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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保险业务收入（元） 2,875,865,708.51  1,857,676,682.57 

净利润（元） 119,771,293.82   136,269,838.17 

净资产（元） 5,242,539,092.68 5,139,036,040.67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4,517,062,134.84  4,210,363,674.4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16% 212%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4,517,062,134.84  4,210,363,674.4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16% 212% 

三、实际资本 

实际资本主要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元)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56,483,215,159.56  56,851,798,743.90 

认可负债  48,059,422,330.69  48,885,471,105.00  

实际资本  8,423,792,828.87   7,966,327,638.9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8,423,792,828.87   7,966,327,638.90  

核心二级资本 0.00 0.00 

附属一级资本 0.00 0.00 

附属二级资本 0.00 0.00 

四、最低资本 

最低资本主要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 3,906,730,694.03 3,755,963,964.40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909,858,580.89 3,758,971,141.31 

     寿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543,972,402.54 1,378,038,708.04 

     非寿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74,394,396.17 170,193,083.4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569,285,010.67 3,486,572,0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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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199,452,623.42 1,203,774,658.48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443,195,026.27 1,386,824,798.90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

收效应调整 
 1,134,050,825.64 1,092,782,592.01 

控制风险的最低资本 -3,127,886.86 -3,007,176.91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公司收到的保监会下发的《关于 2017 年第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

管）评价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7〕1157 号），公司在保监会 2017 年第 1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 

根据公司收到的保监会下发的《关于 2017 年第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

管）评价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7〕1349 号），公司在保监会 2017 年第 2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保监会于 2017 年 1 月正式向公司下发了《关于 2016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

报（财会部函〔2017〕218 号）》，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80.16 分。其中，

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38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48 分，保险风险管理 8.02

分，市场风险管理 8.97 分，信用风险管理 7.32 分，操作风险管理 8.17 分，战略

风险管理 8.61 分，声誉风险管理 6.52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7 分。 

基于 2016 年公司接受辽宁保监局 SARMRA 评估的情况和结果，公司建立了

常规的风险管理缺陷跟踪机制，就监管发现问题积极组织整改。我公司未纳入

2017 年度 SARMRA 评估公司范围，将继续按照 2016 年度评估结果计算控制风险

最低资本。 

根据保监会的相关规定，公司完成了2017年SARMRA自评估工作，在此次评估

中重点检视去年评估缺陷的整改完成情况。结合公司自评估得分，偿二代实施领导

小组认为，相较于去年监管评估结果，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得到较大提

升，但公司在落实和深化偿二代标准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缺陷。偿付能力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公司将按照监管要求，针对现存缺陷和问题优先满

足和完善，着重对部分专项风险管理薄弱的环节改进与提升，进一步推动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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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体系落地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强风险管理方法、模型、技术和工具的

落实与应用，同时对“偿二代”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和深化，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制度

建设、做好风险管理文化培育、加大专业技术人员储备、强化绩效考核等途径优化

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增强风险管理主动性，提高公司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确保公

司按照偿二代要求组织和实施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融入到公司日常经营各项管理

活动和各个业务层面，从源头加强风险管控，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 3,767,188,318.70   7,094,187,841.96 

 

指标名称 指标期间 本季度 上季度可比数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77% 73% 
1 年内 84% 68% 
1-3 年 354% 523% 
3-5 年 250% 278% 
5 年以上  41% 36%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一 1366% 1495% 
压力二 1648% 1813% 

独立账户覆盖率 
压力一 529% 1033% 
压力二 1085% 2075%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一直以来执行稳健的资金运作政策,通过严格的流动资产比例控制和保证各

类资产的流动性。 公司制定回购限额制度，保证公司在出现流动性紧张时可以随时通

过回购融资等方式缓解流动性紧张。公司定期进行业务现金流预测和费用支出预测，

保证公司可以及时进行资金安排，及时支付到期债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发生流动

性紧张情况，说明公司流动性控制措施一直有效执行。 

从公司 2017 年 3季度现金流压力测试分析，基本情景下公司未来 1季度的净现金

流比较充足，未来 2-4 季度及报告日后未来第二年和第三年净现金流均大于 0，公司

流动性风险比较小。从综合流动比率和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分析，都处于公司设定

的绿色安全区域，未来 1季度公司流动性充足，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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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报告期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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