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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及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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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同时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

报告事项负直接责任。特此声明。 

 

1.各位董事对本报告的投票情况  

董事姓名 赞同 否决 弃权 

马欣 √   

王明超 √   

王勇 √   

张卫东 √   

张远瀚 √   

潘艳红 √   

合计 6   

填表说明：按董事审议意见在相应空格中打“√”。 

 

2．是否有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规性或对此存在异议？  

（是□  否■）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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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 

股权类别 
期末股份或出资额

（万股） 
占比（%） 

期初股份或出资额

（万股） 
占比（%） 

内资法人持股 170,000.00 100.00 170,000.00 100.00 

内资自然人持股 - - - - 

外资股 - - - - 

其他 - - - - 

合计 170,000.00 100.00 170,000.00 100.00 

 

2．本季度末的前五大股东列表如下： 

股东名称 
季末持股数量或出

资额（万股） 

季末持股比例

（%） 

1.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44,586.70 85.051 

2.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25,413.30 1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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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共 6 位董事）： 

马欣：男，1973年 4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21年 1月起任公司董事长，任

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4 号，2021年 6月起任本公司临时负责人，暂无批准文号。马先生现

任太保集团副总裁，太保寿险董事，长江养老董事。马先生曾任太保寿险西安分公司个人业务部

经理、西安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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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产险董事等。 

王明超：男，1976年 10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2019

年 10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19]856号。王先生现任太保集团市场副总监。

王先生曾任太保寿险人力资源部干部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党务工作部/组织干部部副部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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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公司资深副总经理，本公司合作业务部总经理、上海分公司（营业部）总经理、销售总监、

寿险个人合作业务中心（SBU）组长等，太保产险董事会秘书，太保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 

王勇：男，1974年 7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21年 1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942 号。王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太保寿险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太保集团董事长秘书、党务工作部部长、员工工作部总经理、党委办公室副

主任、党群部部长，太保产险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太保集团信息技术中心党委副书记，太保寿险

苏州分公司资深副总经理等。 

张卫东：男，1970年 10月出生，拥有大学学历，2021年 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银保监复〔202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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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险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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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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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资格、美国精算师学会

会员资格，中国精算师协会理事，2021年 4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280

号。张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公司董事、太保寿险公司董事、太保

资产公司董事。张先生曾任本公司总精算师、精算临时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光大永明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精算师，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生命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副总经理、副总裁，花旗集团旅行

者保险-花旗保险总部精算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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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计师资格，2015年 3月起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263 号。潘女士现任

太保寿险公司董事长，长江养老公司董事，太保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潘女士曾任太保集团常务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公司董事，太保寿险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副总监、经营

委员会执行委员、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等。 

2．监事基本情况（共 3位监事）： 

顾强：男，1967 年 1 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2021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监

事长，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165号。顾先生现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顾

先生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保险教研室教师，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万国证券公

司国际业务部经理，美国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 

胡霜竹：女，1980年 9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

计师、金融风险管理师、国际注册风险管理确认师资格，2016 年 8 月起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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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保监许可[2016]814号。胡女士现任太保集团审计中心审计技术部首席审计师。胡女士曾任普华

永道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太保集团审计中心审计业务部首席审计师等。 

薛咏贤：女，1976年 11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7年 2月起任公司职工监

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161号。薛女士现任本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寿险个人合作业

务中心组长。薛女士曾任本公司销售管理部总经理、太保寿险团体业务部企划培训部副总经理、

团体业务部意外险部总经理助理、团体业务部直销督导部总经理助理兼高级经理、团体业务部处

长等。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共 8位高级管理人员）： 

马欣：男，1973 年 4 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21 年 1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4 号，2021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临时负责人，无批准文号。马先生现

任太保集团副总裁，太保寿险董事，长江养老董事。马先生曾任太保寿险西安分公司个人业务部

经理、西安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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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产险董事等。 

李洁卿：男，1968 年 11 月出生，拥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2016 年 05 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450 号，2021年 08月起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

无批准文号。李先生曾任太保集团风险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太保产险董事，太

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管理董事，本公司董事等。 

周斌：男，1966年 4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2016年 05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

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450 号。周先生现任上海太保蓝公益基金会理事。周先生曾任太保集团信息

技术中心人力资源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上海市金融工委干部人事处副处长（挂职），太保集团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本公司首席风险官等。 

宋全华：男，1973 年 2 月出生，拥有本科学历、硕士学位。202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691号。宋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办公室秘书处秘书，太

保寿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大连分公司总经理、总部党务工作部部长、新渠道业务部总经

理、法人渠道业务市场部总经理、健康养老事业中心副总经理、团体业务事业中心副总经理、太

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尹艳玲：女，1972 年 6 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资格，202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21]729 号，2022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精算临

时负责人，无批准文号。尹女士曾任太保集团计划财务部精算管理处处长、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

理、财务投资部/精算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财务管理部/精算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风

险管理部/风险监控部副总经理、财务管理部/精算部总经理、精算部总经理，太保寿险精算部总

经理，本公司临时财务负责人等。 

周卿：男，1978年 1月出生，拥有硕士学位、法律职业资格，2015年 0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167号。周先生现任本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先生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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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集团投资者关系部副总经理，本公司行政人事部总经理、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合规负责人、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等。 

文琴：女，1975 年 10 月出生，拥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法律职业资格，2019 年 09 月起

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19]796号。文女士现任本公司法律责任人、风险

合规部总经理。文女士曾任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责任人、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责任人、法律合规部助理总经理等。 

蒋洪浪：男，1964 年 11月出生，拥有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审计师职称，2019年 01

月起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银保监复[2019]128号。蒋先生现任太保集团数字化审计

技术部总经理。蒋先生曾任太保集团审计部资深审计师、审计管理部副总经理、远程审计部总经

理等。在此之前，蒋先生曾任贵州工业大学应用数学所副教授等。 

备注： 

1) 本季度自 2022 年 3 月 23 日起，尹艳玲任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临时负

责人，张远瀚不再担任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职务。  

（四）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有■   无□） 

联营企业：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我司于 2016 年 1 月完成了对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的参股

投资，持股金额 1亿元，持股比例 20%。 

本季度无变化。 

（五） 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有□   无■）  

  我司报告期内无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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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报告期的实际净现金流（万元） -7,315.22 149,761.94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118    40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991 -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290 - 

必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1695 - 

必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318 - 

自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1424 - 

自测压力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353 -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989 - 

必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180 - 

自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3 个月）(%) 
  845   - 

自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流动性覆盖率（未来

12 个月）(%) 
251 -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万元） -11,188.84 -23,893.81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18.93 24.85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下季度预测数 

认可资产（万元）  1,104,876.04  1,022,543.80 1,081,171.78   

认可负债（万元）  982,512.51  893,939.84 955,127.63   

实际资本（万元）  122,363.53  128,603.96 126,044.15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09,874.29  128,603.96 114,319.92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12,489.24 - 11,724.23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 

最低资本（万元）    97,083.56    93,367.59 107,209.37 

  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95,766.77    92,884.59 105,753.34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316.79 483.00 1,456.03 

  附加资本最低资本（万元） - - - 

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 - -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2,790.73    35,236.37 7,110.5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5,279.97 35,236.37 18,834.78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13 138 10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6 138 118 



 

7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19.02 20.88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1.06 0.57 

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 -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 - 

应收款项占比(%) 23.53 18.17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3.82 1.01 

 

 

（三）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43,217.20   143,217.20  

净利润（万元） 

总资产（万元） 

 1,074.37 

1,116,856.52  

 1,074.37 

1,116,856.52  

净资产（万元） 

保险合同负债（万元） 

  139,862.45 

370,276.38    

  139,862.45 

370,27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净资产收益率(%)  0.76   0.76  

总资产收益率(%)  0.10   0.10  

投资收益率(%)  0.82   0.82  

综合投资收益率(%)  0.3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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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类型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2022 年截至 3 月末，保险业务收入 143,217.20 万元，原保费

24,504.62万元，分入保费 118,712.58万元，总资产 1,116,856.52万元。现已正式开业 4家省级

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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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Ⅱ类

保险公司。 

2021 年第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A 类。2021 年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

（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A类。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实施进展 

2022年一季度公司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制度更新、风险偏好设置和年度风险

管理工作计划制定三个方面。一是公司评估并更新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政策、保险、市场、信用、

流动性、操作、声誉、战略风险管理办法提交公司经营委员会审议，并将于二季度提交董事会审

批。二是公司评估了 2021 年度风险偏好执行情况，并在集团 2022 年度风险偏好框架范围内，结

合公司实际经营风险情况，研究设置了公司 2022年度风险偏好声明及风险容忍度。三是公司按照

集团 2022 年度风险管理工作要点、2022 年度战略规划，组织制定了公司 2022 年度风险管理工作

要点，明确了年度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和计划，有序推进公司风险管理工作持续开展。 

2022年一季度公司各项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均能够按照风险管理制度体系规定有效执行，未

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三）关于 2021 年 SARMRA 评估结果 

公司 2021年度按照监管通知继续沿用 2017年 SARMRA 监管评估结果，为 78.96 分。其中，风

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07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54 分，保险风险管理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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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分，战略风险管理 8.08 分，声誉风

险管理 8.22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68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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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公司 2022年 1季度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最终得分 S为 77.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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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公司 2021 年 3 季度和 2021 年 4 季度收到中国保监会风险综合评级评价结果被评定为 A

类，属于偿付能力达标，且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水平小的保险公司。 

（二）公司已经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2022 年 1 季度，公司持续对照《保险公司难以量化风险评价标准》对自评估认为可优化

改进的操作风险及流动性风险项目采取了重点控制措施。 

（三）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自评估情况 

流动性风险：公司流动性风险主要源于保险合同的赔付、日常经营支出和投资资产减值。

截至 2022 年 1 季度，公司未发生流动性风险情形，公司持有较高比例的流动性资产，五日变

现比例维持在较好水平，能够有效应对各类流动性需求，同时公司保持一定融资杠杆比例，

维持融资活跃度，确保公司能够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及时融入部分资金，缓解流动性压力。公

司流动性来源整体大于流动性需求，流动性缺口风险较低。 

操作风险：合规内控方面，2022 年 1 季度公司未发生违规、未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亿元标准保费违规指数和亿元标准保费监管处罚率保持为 0。信息系统方面，公司核心系统

可用率保持在 100%，未发生因信息系统故障导致的经济损失事件。人员发面，职工队伍较为

稳定。公司 1 季度内未发生销售、承保、保全、理赔、投资等业务条线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

未发生保险欺诈犯罪案件。 

声誉风险：公司舆情监测体系包括集团舆情监测系统、大数据金融终端监测系统及第三

方专业舆情监测服务，各舆情监测工具和服务能够实现每日主动对公司、交易对手进行负面

舆情监测。在日常工作中，公司按照事前评估、事中处置和事后问责流程严格执行各项声誉

风险管理流程。2022 年 1 季度公司未发生一、二级媒体及其他媒体的声誉风险事件。 

战略风险：公司制定了《2021-2023 年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对公司的战略定位、

实施路径、预期成果进行了决策，公司战略方向明确，落实安排到位，在集团和公司战略目

标的引领下，公司有望进一步实现转型发展和业务突破。公司通过任务分解和落实，定期经

营业绩分析，积极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优劣势，公司及时制定了适应市场环境的战略决策，

不断识别、评估和控制公司战略风险。公司 2022 年 1 季度未发生战略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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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2022 年一季度，公司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实现“防疫工作”和“经营发

展”两不误。一季度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4.32 亿元，净利润 0.11 亿元，季末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 113%，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6%，同时各项年度重点工作按照节点要求落实推进。公司

加强互联网业务基础能力建设，一季度完成互联网新核心系统设计方案，提升服务智能化、

线上化水平，健全全国落地服务能力，自营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显著；实现“三医”合作和

管理式医疗产品创新落地，与和睦家医疗共同开发的公司首款少儿专属高端险“和睦小元宝”，

已于 3 月 21 日正式上市，公司首款管理式医疗保险产品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加强大健康

生态互动合作，突出健康服务产品的专业化，持续扩大医疗网络优势。疫情期间，公司发挥

自身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送药到家、在线健康咨询、线上理赔等服务；党员群众积极参与

各类公益和志愿活动，在疫情中彰显公司专业担当。 

按照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为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保持偿付能力充足，

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向股东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份 19 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现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认购，即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615,969,000 元，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84,031,000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

加至 3,600,000,000 元，其中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85.05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14.949%。2021 年 12 月 20 日，两家股东的

增资款共 19 亿元均已完全到位，目前尚待中国银保监会的审批。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分析 

1．实际资本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为 139,862.45 万元，扣除除土地使用权之外的无形

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财务口径与偿二代二期口径下的准备金差异等 17,498.92 万元后，实

际资本为 122,363.53 万元。 

2．最低资本 

我司本季度末最低资本为 97,083.56 万元，其中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09,782.91 万元、市

场风险最低资本为 13,413.52 万元，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为 20,337.69 万元，量化风险分散效

应为 47,767.35 万元，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为 1,316.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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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偿付能力充足率 

1）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为 12,790.73 万元，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113%；公司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为 25,279.97 万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6%。本季

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比上季度下降 25pt，主要原因是本季度执行偿二代二期新规，递延所

得税资产从核心一级资本分类到附属一级资本所致；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比上季度下降 12pt，

主要原因是执行二期新规后，由于因子的调整以及利率风险中相关最低资产占用计算的资产

范围扩大等原因，使公司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以及信用风险最低资本都

有明显的上升。 

2）本季度末我司最低资本为 97,083.56 万元，比上季度末上升 3.98%。虽然偿二代二期

新规对公司影响巨大，但我司成功申请了过渡期政策，使得最低资本的占用并没有显著的提

升。 

为保证在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实现经营目标的同时减少资本消耗，我司将在单个资产配置、

交易对手选择及交易结算时效性安排上进行探索并采取相应措施。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 

我司在基本情景和压力情景下，未来一季度内的净现金流量均大于 0，公司各类情景下

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以及各项流动性监测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本季度净现金流-7,315.22 万元。本季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11,188.84 万元，投资活

动净现金流为-14,480.66 万元，筹资活动净现金流为 18,354.28 万元。 

我司上季度预测本季度基本情景下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62,090.34 万元，实际结果

-11,188.84 万元，偏差-73,279.18 万元，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118%，主要

是由于原本预计在一季度到账的约 7 亿再保帐款由于结算方式变化未按预期进度到账，导致

今年一季度经营现金流出现较大不利偏差。 

接下来我司将严格按照监管关于偿付能力现金流预测的要求，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及市场

变化等因素，定期评估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和制度的有效性，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可以合

理的呈现流动性风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