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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公司董事长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合规，并对我们的

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二、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和股东，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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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内资法人股 842,000 100 20,820 - - 20,820 862,820 100

社会法人股 - - - - - - - -

外资股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合计 842,000 100 20,820 - - 20,820 862,820 100

2．前十大股东（按照股东报告期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持

股数量或出

资额变化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或出资额

报告期末

持股比例

（%）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

公司
20,464.47 848,086.31 98.292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113.69 4,711.59 0.546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 113.15 4,689.24 0.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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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持

股数量或出

资额变化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或出资额

报告期末

持股比例

（%）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 77.66 3,218.11 0.373 -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51.03 2,114.75 0.245 -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公司 5 名股东中，除太保集团外，其他 4 名股东同时为太保

集团的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晓任何其他股东之间的

关联关系。

本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98.292%的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3．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是□ 否■）

4．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是否有股权转让情况？ （是□ 否■）

（二）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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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2 年 9 月底，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共有 7位董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欣：男，1973 年 4 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18 年 3 月起任公司董

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320 号。马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副总裁、长江养老董

事、太平洋健康险董事长。马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西安分公司城南支公司经理助

理、人险综合管理部、团险部经理助理、人险城东支公司副主任、营销管理部副经理，太

保寿险西安分公司个人业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太保产险董事，太保集团战略企划部总经理、战略转型办公室主任、转型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

苏少军：男，1968 年 2 月出生，拥有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职称。2021 年 12 月起任

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1033 号。苏先生现任太保集团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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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副总监，太保产险董事。苏先生曾任太保产险承保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保产

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产险发展企划部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监事

会办公室主任、电销中心总经理，太保集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等。

吴俊豪：男，1965 年 6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2012

年 7 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816 号。吴先生现任申能（集团）

有限公司金融管理部总经理、太保集团非执行董事、太保产险董事。目前，吴先生还担任

于上交所和联交所上市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诚毅新能源创业投资公司董事、

上海诚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于上交所和联交所上市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上海申能诚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长。吴先生曾任常州大学管理系教研室主任，

上海新资源投资咨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上海百利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申能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副主管，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主管、主管、高级主管，金融管

理部副经理、经理，上海久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成都新申创业投资公司董事，吴先生亦

曾担任于上交所和联交所上市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卫东：男，1970 年 10 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2018 年 3 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330 号。张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合规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太保

产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长江养老董事。张先生曾任太保集团法律合规部总经理、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风险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太保产险董事会秘书，

太保寿险董事会秘书，太保资产董事会秘书等。

张远瀚：男，1967 年 11 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是中国精算师协会理事，具有北美

精算师协会会员资格、美国精算师学会会员资格。2018 年 3 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327 号。张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

董事，太平洋健康险董事。张先生曾任花旗集团旅行者保险-花旗保险总部精算师，联泰

大都会人寿保险（上海）总精算师、副总经理、副总裁，生命人寿保险总精算师，光大永

明人寿保险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精算师，太平洋健康险首席风险官、总精算师，太保

资产董事等。

蔡强：男，1967 年 7 月出生，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并拥有美国注册寿险

师（CLU）、注册财务师（ChFC）、注册理财师（CFP）资格。2021 年 5 月起任公司执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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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390 号。蔡先生现任本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中国太保寿险香港董事。蔡先生曾任法国安盛保险集团（美国公司）个险营销员、地区经

理、地区总监，法国安盛保险集团（香港公司）个险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友邦中国首席

执行官，友邦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微医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等。

潘艳红：女，1969 年 8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并拥有高级会计师职

称、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21 年 6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

421 号。潘女士现任太保资产董事、太平洋健康险董事、长江养老董事、中国太保寿险香

港董事长。潘女士曾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太

保集团财务负责人、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等。

（2）监事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 9 月底，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共有 3位监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金涛：男，1976 年 11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21 年 6 月起任公司

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438 号。冯先生现任个人业务企划部总经理。冯

先生曾任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个险业务部总监、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本公司个人业务市场部总经理、个险营销管理部总经理，太保寿险河南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兼豫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务。

孙培坚：男，1963 年 9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19 年

8 月起任公司监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673 号。孙先生现任太保集团

首席风险官，太保产险监事长。孙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再保险部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总经理，太保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合规总监、副总裁，太

保产险董事，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太平洋健康险总经理、董事长等。

张磊：男，1976 年 7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审计师职称。

2021 年 6 月起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397 号。张先生现任法律合

规部总经理，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张先生曾任审计署上海特派办计算机审计处副处长，社

会保障审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企业审计处处长，太保集团审计中心审计技术

部寿险首席审计师，太保集团数字化审计技术部寿险首席审计师，太保集团投资审计部总

经理，长江养老审计责任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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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 9 月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15 名，情况如下：

蔡强，现任本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蔡先生的简历详见董事基本情况。

王光剑，男，1965 年 6 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沪

银保监复〔2019〕637 号），临时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王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太保寿险乌鲁木齐分公司副总经理、太原

分公司副总经理、山西分公司总经理、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公司经营委员会主席

助理、副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监事长，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团政业务经营中心总经理等。王先生拥有会计师职称。2019 年 8 月起任常务副总

经理，2022 年 7 月起任临时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魏琳，男，1972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银保监

许可〔2018〕449 号），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太平洋欧葆庭（上海）养老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太保（大理）颐老院

有限公司董事，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魏先生曾任成都保监办主任科员，

四川保监局综合管理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人事教育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中国保

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太平集团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太平养老产业

投资公司总经理等。魏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2018 年 6 月起任现职。

戴文浩，男，1974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银保

监许可〔2018〕440 号）。戴先生曾任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信息技术部经理、人力资源部

经理，太保寿险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控管理中心总经理、契约部总经理、

营运企划部总经理，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总经理、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兼豫东分公司总经理

等。2018 年 6 月起任现职。

崔顺心，男，1963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保监

许可〔2014〕770 号）。崔先生曾任河北省文安县国营麻制品厂财务科长、副厂长，河北

省文安县经济委员会财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太保廊坊分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太保唐

山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寿险唐山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太保寿险

河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寿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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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经理助理等。崔先生拥有会计师职称。2018 年 4 月起任现职。

叶蓬，男，1972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沪银保

监复〔2019〕638 号）、财务负责人（沪银保监复〔2019〕689 号），长江养老董事，中国

太保寿险香港董事，北京博瑞和铭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叶先生曾任上海动力设备

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稽核部审计员、会计部会计科长，恒康人

寿保险公司上海代表处职员，恒康天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

员，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财务副总监、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叶先生拥有高级会计师职称，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和税务师

资格，英国国际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AIA），澳大利亚注册财务会计师协会会员（IFA/IPA）。

2019 年 8 月起任现职。

李劲松，男，1969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沪银

保监复〔2020〕781 号）兼团政业务经营中心总经理、银保业务经营中心总经理。李先生

曾任太保寿险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总公司银行保险部总经理，太保寿险总公司总

经理助理，太保集团公司市场副总监、战略客户部总经理等。2020 年 12 月起任现职。

陈秀娟，女，1971 年 6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精算师（保

监许可〔2014〕770 号）兼健康保险事业部总经理。陈女士曾任太保寿险精算部精算处副

处长，太保寿险总公司精算部高级专务、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经理等。陈女士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中国精算师专业资格，是中国精算师协会常务理

事。2014 年 9 月起任现职。

张树明，男，1963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银保监许可〔2018〕

502 号）。张先生曾任太保寿险保定中支公司总经理、秦皇岛中支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

河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保寿险甘肃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黑龙江分公司

总经理、太保寿险公司总经理助理等。在此之前，张先生曾任平安保险秦皇岛中支公司总

经理。2019 年 6 月起任现职。

代传江，男，1973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沪

银保监复〔2019〕662 号）、中国太保寿险香港董事。代先生曾任太保寿险毕节中支公司

经理助理、副经理，太保寿险贵州分公司贵阳直属业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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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寿险贵州分公司营业总部副经理、个险业务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太保

寿险上海分公司资深副总经理、总经理等。2019 年 8 月起任现职。

邰富春，男，1967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银

保监复〔2021〕745 号）。邰先生曾任太保寿险山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

理，太保寿险总公司客户资源管理部总经理，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太保集团副总

审计师、寿险审计责任人等。在此之前，邰先生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干部。2021

年 10 月起任现职。

姜亦峰，男，1978 年 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银保监复〔2021〕976 号），总经理助理（银保监复〔2021〕746 号）兼太保寿险上海

分公司临时负责人。姜先生曾任太保寿险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宁夏分公司总经理、

陕西分公司总经理，太保集团全面深化转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太保寿险浙江分公司总

经理等。2021 年 10 月起任现职。

黄鲲，男，1977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银保监复〔2021〕

748 号）兼首席信息官，上海达保贵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黄先生曾任神州数码

融信软件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总架构师，神州数码工程院副院长，神州企橙（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平安集团金融壹帐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银行云信用业务中心

总经理等。2021 年 10 月起任现职。

朱雪松，男，1969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银

保监复〔2021〕1033 号）兼首席运营官。朱先生曾任上海市纺三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太

平人寿团险运营部负责人，太平养老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友邦中国团险事业部总经理、

运营部首席运营官，富卫中国首席运营科技官，富卫科技公司总经理，微医集团执行 COO

等。2021 年 12 月起任现职。

于赟，男，1965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银保

监复〔2021〕975 号），太保集团副总审计师。于先生曾任太保新疆克拉玛依中心支公司

总经理、新疆分公司个人业务部经理，新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于先生曾任新疆克拉玛依市财政局办

公室主任。2021 年 12 月起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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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在报告期间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 （是■ 否□）

（1）董、监人员变动情况 （是□ 否■）

（2）高管人员变动情况 （是■ 否□）

离任高管人员情况：

周晓楠，原公司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李敬，原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太保寿险香港公司董事、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份）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

例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86,486 186,486 - 62.16 62.16 -

City Island Developments Limited 0.1 0.1 - 100.00 100.00 -

天津隆融置业有限公司 35,369 35,369 - 100.00 100.00 -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 500,000 - 100.00 100.00 -

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产业发展（成都）有限公司 97,200 97,200 -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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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份）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

例

太保养老（杭州）有限公司 90,000 94,000 4,000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厦门）有限公司 66,000 70,500 4,500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南京）有限公司 14,900 16,900 2,000 100.00 100.00 -

太保康养（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000 25,000 2,000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郑州）有限公司 18,350 18,350 -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北京）有限公司 59,700 59,700 -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武汉）有限公司 57,308 59,308 2,000 100.00 100.00 -

太保健康管理（三亚）有限公司 - 21,888 21,888 - 100.00 100.00

北京博瑞和铭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5,200 5,200 - 100.00 100.00 -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香港）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 100.00 100.00 -

上海达保贵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 1,020 - 34.00 34.00 -

上海瑞永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3,500 983,500 - 70.00 70.00 -

上海杉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4,000 4,000 - 40.00 40.00 -

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 10.14 10.14 -

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 50,000 - 25.00 2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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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报告期内保险公司及其董事、监事、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

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

（是□ 否■）

2．报告期内保险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

（是□ 否■）

3．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

（是■ 否□）

报告期内未发生中国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但是，部分银保监局对我司采

取了监管措施，广东鳌头支公司、安徽亳州中心支公司、河南洛阳中心支公司分别收到行

政处罚 1份。另外，河南洛阳中心支公司、广东清远中心支公司、江西宜春中心支公司、

江西赣州中心支公司分别收到监管意见书 1份；广西桂林中心支公司收到监管函 3份，河

南洛阳中心支公司收到监管函 1份。

三、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下季度末

预测数

认可资产（万元） 177,481,888 175,365,017 179,710,128

认可负债（万元） 143,386,208 140,292,966 145,636,333

实际资本（万元） 34,095,680 35,072,050 34,073,795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9,512,473 20,242,468 19,344,932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767,566 1,072,087 1,04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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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下季度末

预测数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13,805,906 13,746,759 13,675,110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9,735 10,736 8,631

最低资本（万元） 14,169,686 14,137,241 14,288,614

其中：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4,257,226 14,224,581 14,376,89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87,541 -87,340 -88,276

附加资本（万元） 0 0 0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6,110,353 7,177,314 6,101,43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43 151 14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9,925,994 20,934,809 19,785,18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41 248 238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流动性覆盖率（%）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LCR1）

未来三个月（%） 127 119

未来十二个月（%） 106 104

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LCR2）

未来三个月（%） 706 669

未来十二个月（%） 238 331

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LCR3）

未来三个月（%） 14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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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未来十二个月（%） 116 203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35 35

本年累计净现金流（万元） 563,476 335,365

（三）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一、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万元） 10,436,138 8,412,391

二、综合退保率（%） 1.45 1.04

三（1）、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万元） 3,609,761 3,236,494

三（2）、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万元） 1,673,940 1,496,576

四、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5.7 6.5

五、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1.7 1.5

六、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5.9 4.5

七、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3.2 3.4

八、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0.4 0.5

九、应收款项占比（%） 0.8 1.7

十、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2.6 2.8

（四）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根据监管对我司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的评价结果反馈，我司 2022年 1季度以

及 2022年 2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别为 A、AA。

（五）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本年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4,068,550 18,97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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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本年累计数

净利润（万元） 477,074 1,363,112

总资产（万元） 178,006,745 178,006,745

净资产（万元） 9,901,601 9,901,601

保险合同负债（万元） 139,531,343 139,531,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6 1.61

净资产收益率（%） 4.78 13.62

总资产收益率（%） 0.27 0.80

投资收益率（%） 1.02 3.06

综合投资收益率（%） -0.16 1.28

四、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基本情况

我司成立于 2001年 11月，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业寿险

子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第

五条、第六条关于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我司属于 I类保险公司。截至 2022年 3季度末，

我司签单保费 2,096亿元，总资产 17,801亿元，目前省级分支机构 35家。

（二）监管对本公司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的结果

2017年，监管对我司的 SARMRA现场评估绝对得分为 83.03分。其中，风险管理

基础与环境 16.12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8.82分，保险风险管理 8.36分，市场风险管

理 8.00分，信用风险管理 8.00分，操作风险管理 8.38分，战略风险管理 8.96分，声誉

风险管理 8.33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06分。2018年至 2021年，监管机构未对公司开展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分。2022年，监管机构已经对公司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

现场评估，但具体结果尚未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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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始终重视风险管理工作，根据监管在近年来检查中对同业公司提出的问题，结

合内部审计检查发现问题，我司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分析，对标自身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

系建设差距，完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2022年 3季度主要的工作成果包括：

一是根据监管偿二代二期正式发文内容，全面推进公司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优化工作，

完成整体风险管理制度、大类风险管理制度和部分细项风险管理制度的修订和发文；

二是对公司 2022年的风险容忍度、关键风险指标进行定期监控，形成风险监控报告

向经委会、ALM小组会报告，对重点风险进行专项分析，制定整改计划，推动责任部门

整改；

三是启动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的年度审计工作。

2022年 4季度，我司拟从以下角度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

一是结合监管现场评估和内部 SARMRA审计反馈情况，结合偿二代二期新标准，

推动整改工作，对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优化；

二是编制风险管理条线三年发展规划，从治理架构、团队培育、制度建设、体系完

善等角度制定工作规划，推动体系升级；

三是对公司经营领域重点风险进行分析，建立总分公司的联动研讨机制，对潜在风

险进行预警或前置管控。

（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情况

自评估时间：2022年 2-3季度。

自评估方法与流程：为确保自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建立了自评估工作小组，

以此为组织保障，明确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的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全面推

进自评估工作，确保稳步、高效的完成自评估工作。

2022年 5月，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认真梳理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遵循情况，对公司偿

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自评。同时公司 SARMRA工作牵头部门风险管理部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和大类风险牵头部门开展沟通。双方对依据材料的充足性、评分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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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存在的内控风险点进行了多轮讨论。

公司已建立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将认真对待此次自评估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督促各职能部门开展整改工作。同时，SARMRA监管评价结果及相关工作

开展情况，将纳入相关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力争通过本次自评估工作把公司的风险管

理能力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并通过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

自评估结果：我司根据监管要求，从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两个维度对公司偿付

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为：制度健全性评估得分为 45.73分（满分 50

分），得分率为 91.5%；遵循有效性评估得分为 45.48分（满分 50分），得分率为 91%。

不适用项目调整前总分 91.21分；不适用项目调整后总分 91.24分（满分 100分）。

其中，各板块的得分如下表：

项目 得分

基础与环境 93.70

目标与工具 91.80

保险风险管理能力 91.50

市场风险管理能力 89.30

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89.50

操作风险管理能力 88.99

战略风险管理能力 91.50

声誉风险管理能力 91.40

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 91.05

合计 91.24

自评估发现的主要缺陷问题包括：

一是风险政策的传导在个别维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风险偏好传导机制需进一步嵌

入业务经营；二是公司风险管理服务经营、创造价值能力有待提升。

下一步，公司将针对自评估发现问题，组织开展整改工作，并及时跟踪整改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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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现行分类监管体系下的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根据监管对我司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的评价结果反馈，我司 2022年 1季度以

及 2022年 2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别为 A、AA。公司 2022年 2季度风险综合评级

（分类监管）较上季度有所提升。

我司继续强化分类监管测评体系建设，持续对风险监控指标进行检视，力求提高指

标监控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通过定期监测和分析指标变化，及时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同

时，加强专题风险研究和防治工作，对风险成因、变化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寻找

规律，提出风险应对解决方案建议，监督风险隐患整改。目前，我司已制定并发布多项

风险综合评级管理制度，并根据监管要求开展修订和完善，落实季度数据报送及分公司

内部评级工作，建立公司风险综合评级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公司已通过风险综合评级

管理系统，规范数据报送、分析、整改追踪和报告体系。

公司将继续强化从源头和业务一线加强经营风险防控，以分类监管评价为抓手，引

导各级机构坚持合规经营，强化基础管理。

（二）难以量化风险自评估情况

根据偿二代体系下风险综合评级的工作要求，我司持续强化分类监管内部测评体系

建设，持续对风险监控指标进行检视，力求提高指标监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通过定期

监测和分析指标变化，及时做好风险预警工作。

1. 自评估方法、流程和结果

结合季度分类监管工作，我司每季度组织相关部门对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

险和流动性风险开展自评估，客观评价公司相应风险的状况。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对各类指标进行监测，发现异常情况的，深入分析原因，及时对相关风险进行追查和缺

陷整改，未能及时整改的，制定整改计划，限期整改。各相关部门根据季度末的实际情

况报送职责范围内的风险综合评级数据。牵头部门将各部门的数据汇总后，向公司领导

汇报，并报送银保监会。自评估显示，难以资本化风险管控良好，未发现重大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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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难以资本化风险自评估具体情况

操作风险方面，公司印发《操作风险管理办法》 (太保寿发〔2022〕170号)、《操作

风险损失数据收集管理办法》（太保寿发〔2022〕234号）和《操作风险与内控评价管理

办法（2022版）》（太保寿发〔2022〕274号）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细化操作风险职责，

建立更加科学化和常态化的操作风险防控机制。结合风险综合评级指标数据分析和操作

风险指标监测情况，保险业务、资金运用、公司治理、信息系统、案件管理和其它板块

方面风险防控良好，风险可控。

声誉风险方面，公司重视风险排查，通过定期风险排查、常态化风险排查、专项风

险排查加强舆情源头防控。总公司成立声誉风险防控工作小组，总、分公司各部门设立

声誉风险管理专兼岗，深化舆情管理联动机制。公司把培训演练作为日常舆情管理重要

环节，一方面，发挥内、外部专家优势开展舆情处置、媒体采访应对等专项培训演练；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品牌条线例会专题培训、制作并下发舆情处置实操指南等方式，为

分支机构提供常态化的培训演练支持。2022年 3季度共监测到负面媒体报道 85篇（原

发报道），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其中，三级舆情 25篇，占比 29.4%，四级舆情 60篇，

占比 70.6%，未发生一、二级重大声誉事件，声誉风险总体风险可控。从舆情发生渠道

来看，自媒体、社会化媒体仍是舆情高发渠道。从舆情内容来看，销售误导相关舆情、

理赔纠纷类舆情、监管处罚通报相关舆情占比较高。

战略风险方面，我司战略执行情况良好。从影响公司经营和战略目标达成的主要风

险变化来看，国内疫情形势复杂多变，国民经济受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的超预期冲击，

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举措逐步显效，长期向好的宏观基本面

不变。公司持续深入推进长航深化转型施工图落地，系统化推进八大项目集，“三化五最”

的职业营销转型已取得初步成效。公司将坚持以“长航行动”为引领，坚定不移地将长

航深化转型推进到底，在长航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流动性风险方面，公司本年累计净现金流为 563,476万元，各情景下流动性覆盖率

充足。流动性指标监测显示，公司流动性管理良好，流动性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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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事项

（一）本季度分支机构的批筹和开业 （有□ 无■）

报告期未批筹分支机构，无分支机构开业。

（二）重大再保险合同

1. 本报告季度是否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入合同？ （是□ 否■）

2. 本报告季度是否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出合同？ （是□ 否■）

3. 本报告季度是否变更重大再保险分入合同？ （是□ 否■）

4. 本报告季度是否变更重大再保险分出合同？ （是□ 否■）

（三）综合退保率居前三位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销售

渠道

报告期退

保规模

（万元）

报告期

退保率

（%）

年度累计

退保规模

（万元）

年度累计

退保率

（%）

鸿享年年年金保险（分红

型）
分红型 个险 2,273 4.78 3,332 6.89

众恒 B 团体年金保险（万能

型）
万能型 团险 1,100 3.88 3,417 11.28

领先一号两全保险（分红

型）
分红型 个险 745 3.65 1,217 5.76

注：报告期退保规模包括用于抵交客户其他保单保费的金额。

（四）退保金额居前三位产品

报告期内退保金额

居前三位产品的名称

产品类

型

销售渠

道

报告期退

保规模

（万元）

报告期

退保率

（%）

年度累计

退保规模

（万元）

年度累计

退保率

（%）

太平盛世-长泰安康 B 款(9906) 传统型 个险 65,658 1.27 176,212 3.36

附加财富管家年金保险（万能

型）（2013 版）
万能型 个险 49,441 1.98 153,800 6.03

利赢年年年金保险（分红型）B

款
分红型 个险 35,374 1.94 145,619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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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期退保规模包括用于抵交客户其他保单保费的金额。

（五）重大投资行为 （有■ 无□）

类别 投资对象
核算方

法

投资金额

(亿元)
出资时间

期末账面价

值(亿元)
备注

子公司
太保养老（杭州）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40 2022.8 9.40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养老（厦门）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45

2022.8、

2022.9
7.05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养老（南京）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20 2022.8 1.69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康养（上海）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成本法 0.20 2022.7 2.50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养老（武汉）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20 2022.7 5.93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健康管理（三亚）有

限公司
成本法 2.19 2022.7 2.19 新增投资

结构化

主体

上海科创中心二期私募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权益法 2.25 2022.9 9.49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太保源申康复股权投资

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成本法 2.99 2022.8 3.00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太保鑫益壹号私募投资

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成本法 3.29 2022.8 41.37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东方红鼎元三个月定开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成本法 2.00 2022.9 32.00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中欧优势成长三个月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成本法 2.00 2022.9 16.00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嘉实价值发现三个月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成本法 5.00 2022.9 41.82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国泰金福三个月定期开

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成本法 0.50 2022.8 11.50 追加投资

结构化

主体

富国融泰三个月定期开

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成本法 1.00 2022.7 40.50 追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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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投资对象
核算方

法

投资金额

(亿元)
出资时间

期末账面价

值(亿元)
备注

结构化

主体

广发瑞轩三个月定开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成本法 2.00
2022.7、

2022.8
22.55 追加投资

（六）重大投资损失 （有□ 无■）

本报告期我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投资损失。

（七）重大融资事项 （有□ 无■）

本报告期我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融资事项。

（八）重大关联方交易（有□ 无■）

本报告期我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关联方交易。

（九）担保事项 （有□ 无■）

本报告期我公司未发生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担保事项。

（十）其他重大事项 （有■ 无□）

本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大会批准本公司派发 2021

年度现金股利，共计人民币 69.89 亿元，其中分配给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现金股利为 68.69 亿元。股东分红于 2022 年 7 月完成支付。

七、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本季度偿付能力变动分析

本季度末公司的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6,110,353 万元，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43%，

相比上季度下降 8pt；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9,925,994万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41%，

相比上季度下降 7pt，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 本季度末实际资本为 34,095,680万元，上季度末为 35,072,050万元，降幅 2.8%，

主要变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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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资本市场波动和偿付能力报告下对应的保险合同负债变动等影响，本季度

核心资本减少 1,034,516 万元；

B. 附属资本增加 58,146 万元。

2. 本季度末最低资本为 14,169,686 万元，上季度末为 14,137,241 万元，最低资

本增加幅度为 0.2%，主要变动如下：

A. 本季度保险风险最低资本要求增加 1,187 万元；

B. 主要受权益市场下跌的影响，本季度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减少 37,603 万元；

C. 本季度信用风险增加 45,869 万元；

D. 风险分散和损失吸收效应减少 23,191 万元，增加了最低资本要求；

E. 控制风险对最低资本的扣减较上季度末增加 200 万元。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变动分析

公司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127%，未来 12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106%，满

足“不低于 100%”的监管要求。压力情景未来 12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238%，不考

虑资产变现情况的压力情景未来 12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116%，指标结果持续良好。

本年累计的净现金流稳步增长，本季度末累计 563,476 万元。

八、外部机构意见

（一）报告期内是否收到季度报告的审核报告 （有□ 无■）

（二）报告期内是否收到信用评级报告 （有□ 无■）

（三）报告期内是否有更换外部机构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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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际资本

（一）实际资本

行次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1 核心一级资本 19,512,473 20,242,468

1.1 净资产 9,901,601 10,059,138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9,610,872 10,183,330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152,334 -158,117

1.2.2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53,525 26,277

1.2.3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通过

子公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增值（扣除减值、折旧及所得税影响）

- -

1.2.4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除外）
-250,727 -

1.2.5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 -

1.2.6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10,386,455 10,650,918

1.2.7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资本工具且按

规定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金额
- -

1.2.8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318,998 -335,748

2 核心二级资本 767,566 1,072,087

3 附属一级资本 13,805,906 13,746,759

4 附属二级资本 9,735 10,736

5 实际资本合计 34,095,680 35,07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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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可资产

行

次
项目

期末数（万元） 期初数（万元）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1 现金及流动性管

理工具
2,832,478 - 2,832,478 2,552,656

2 投资资产 158,735,415 - 158,735,415 158,324,544

3
在子公司、合营企

业和联营企业中

的权益

2,725,930 53,525 2,672,405 1,382,953

4 再保险资产 1,954,072 318,998 1,635,074 1,560,133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10,498,192 - 10,498,192 10,676,379

6 固定资产 673,317 - 673,317 679,265

7 土地使用权 287 - 287 290

8 独立账户资产 - - - -

9 其他认可资产 434,720 - 434,720 188,796

10 认可资产合计 177,854,411 372,523 177,481,888 175,365,017

（三）认可负债

行

次
项目

期末数（万元） 期初数（万元）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1 准备金负债 139,531,343 30,077,917 109,453,426 106,761,613

2 金融负债 22,540,235 - 22,540,235 20,601,270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6,032,970 - 6,032,970 7,799,449

4 预计负债 596 596 571

5 独立账户负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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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次
项目

期末数（万元） 期初数（万元）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6 资本性负债 - (1,924,229) 1,924,229 1,610,952

7 其他认可负债 - (3,434,752) 3,434,752 3,519,112

8 认可负债合计 168,105,144 24,718,936 143,386,208 140,292,966

十、最低资本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4,257,226 14,224,581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6,898,677 6,893,835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5,662,221 5,681,002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3,028,690 2,987,019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763,964 762,994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556,198 2,537,180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67,247 270,902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267,247 270,902

1.2.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1.2.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 -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2,106,914 12,144,517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9,291,168 9,327,609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8,464,147 8,439,703

1.3.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449,581 44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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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1.3.4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3,729 2,682

1.3.5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403,234 1,486,222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219,743 239,352

1.3.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7,724,687 7,799,003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4,947,999 4,902,130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954,115 1,000,649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4,622,465 4,555,268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628,581 653,787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6,258,121 6,243,784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3,705,490 3,743,018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3,705,490 3,743,018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16,005,689 16,169,710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87,541 -87,340

3 附加资本 - -

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3.2 D-SII 附加资本 - -

3.3 G-SII 附加资本 - -

3.4 其他附加资本 - -

4 最低资本 14,169,686 14,13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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