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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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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二）董事会对季度报告的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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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少军 √

吴俊豪 √

张卫东 √

张远瀚 √

蔡强 √

潘艳红 √

合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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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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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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842,000 100

社会法人股 - - - - - - - -

外资股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合计 842,000 100 - - - - 842,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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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7,621.84 98.292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 4,597.90 0.546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 - 4,576.09 0.544 -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 - 3,140.45 0.373 -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 2,0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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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股权结构分散，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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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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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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副总监、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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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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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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精算师，太保资产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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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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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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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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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17 名，情况如下：

蔡强，男，1967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首席执行官）（银保监复〔2021〕39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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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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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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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起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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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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团政业务事业中心总经理，上海达保贵生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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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王先生拥有会计师职称。2019 年 8 月

起任现职。

周晓楠，男，196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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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负责人（银保监许可〔2018〕595 号），首席风险官。周先生

曾任太保寿险南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总经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等。周先生拥有经济师职称。2014 年 8 月起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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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瑞永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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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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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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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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男，1972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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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复〔2019〕660 号）、中国太保寿险香港董事，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李先生曾任太保寿险总公司团体业务部副处长、处长、发展企划部处长，太保

寿险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寿险总公司发展企划部总经理助理、市场部副总经理、总

经理，太保寿险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浙江分公司总经理等。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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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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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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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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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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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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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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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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300,000 500,000 200,000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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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有限公司 90,000 90,000 - 100.00 100.00 -

太保养老（厦门）有限公司 61,000 66,000 5,000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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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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有限公司 12,900 14,900 2,000 100.00 100.00 -

太保康养（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000 2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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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08 57,308 1,000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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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

（四）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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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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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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中心支公司、陕西宝鸡中心支公司、安徽亳州中心支公司、山东

邹平支公司、江苏徐州中心支公司、无锡宜兴支公司、山东临沂中心支公司、江苏连云港

中心支公司、河南信阳中心支公司分别收到行政处罚 1份。另外，黑龙江黑河中心支公司

及鹤岗中心支公司分别收到监管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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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65,017 169,717,045 178,563,441

认可负债（万元） 140,292,966 135,203,264 142,466,115

实际资本（万元） 35,072,050 34,513,781 36,097,326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0,242,468 20,128,509 20,613,775

核心二级资本 1,072,087 459,895 1,719,728

附属一级资本 13,746,759 13,914,108 13,753,588

附属二级资本 10,736 11,269 10,234

最低资本（万元） 14,137,241 13,994,366 14,471,530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4,224,581 14,080,824 14,560,936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87,340 -86,458 -89,406

附加资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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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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177,314 6,594,038 7,861,973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1 147 15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0,934,809 20,519,415 21,625,79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48 247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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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486

未来十二个月 104 498

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LCR2）

未来三个月 669 691

未来十二个月 33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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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192

未来十二个月 203 192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35 11

本年累计净现金流（万元） 335,365 28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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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2,391 5,341,495



16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二、综合退保率（%） 1.04 0.63

三（1）、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万元） 3,236,494 2,020,116

三（2）、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万元） 1,496,576 1,278,453

四、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6.5 5.5

五、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1.5 1.6

六、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4.5 4.9

七、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3.4 3.6

八、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0.5 0.5

九、应收款项占比（%） 1.7 1.8

十、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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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季度以

及 2022年 1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别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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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0,328 14,905,356

净利润（万元） 526,831 886,038

总资产（万元） 175,832,605 175,832,605

净资产（万元） 10,059,138 10,059,138

保险合同负债（万元） 137,558,258 137,558,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1.05

净资产收益率（%） 5.30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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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本年累计数

总资产收益率（%） 0.30 0.52

投资收益率（%） 1.11 2.02

综合投资收益率（%） 1.6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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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季度末，我司签单保费 1,654亿元，总资产 17,583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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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场绝对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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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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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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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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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文；

二是确定 2022年公司风险偏好、容忍度以及关键风险指标，分别报送董事会、

资产负债管理执行委员会审议后发文，之后定期开展监控；

三是组织对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估，

同步推动相关部门对评估发现问题的整改。

2022年 3季度，我司拟从以下角度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

一是根据偿二代二期新标准，完成 2022年度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 SARMRA

自评估工作，从全司范围内检视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形成自评估报告报送监管；

二是对公司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和不足进行总结，迎接监管现场检

查， 并根据监管检查发现问题，对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优化和升级。

（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情况

根据公司相关工作安排，我司于 2022年 2季度启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工

作，目前相关自评和整改工作仍在推进中，拟在 3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报告自评

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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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季

度以及 2022年 1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别为 A、A。公司 2022年 1季度风险综

合评级（分类监管）较上季度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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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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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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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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承保和保全、理赔、再保险、资金运用、

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准备金管理、信息系统、案件管理和合规等方面风险防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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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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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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季度共监测到

负面媒体报道 67篇（原发报道），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其中，三级舆情 20篇，占

比 29.9%，四级舆情 47篇，占比 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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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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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6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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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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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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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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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团体长期补充医疗保险（B

款）
传统型 团险 9,989 23.75 10,033 22.60

众恒 B 团体养老年金保险

（万能型）
万能型 团险 27,514 4.03 76,866 10.56

信恒团体养老年金保险（分

红型）
分红险 团险 180 3.46 458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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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57 0.93 110,555 2.12

附加财富管家年金保险（万能

型）（2013 版）
万能型 个险 44,560 1.83 104,359 4.22

金佑人生终身寿险（分红型）A

款（2014 版）
分红型 个险 33,470 0.36 74,628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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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20.00 2022.06 50.00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养老（厦门）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50 2022.05 6.60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养老（南京）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20 2022.05 1.49 追加投资

子公司
太保养老（武汉）有限公

司
成本法 0.10 2022.04 5.73 追加投资

结构化主体

太保大健康产业私募投

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权益法 7.50 2022.06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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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太保鑫汇致远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权益法 0.01 2022.06 0.01 新增投资

结构化主体

太保长航股权投资基金

（武汉）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权益法 20.00
2022.03，

2022.04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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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2022.06 0.01 新增投资

结构化主体
太平洋-湖北交投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
成本法 8.00 2022.06 23.00 追加投资

结构化主体
长江养老金色量化增强 1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成本法 1.00 2022.06 1.00 新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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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我公司发生两笔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规定的重大关联方交易，具体如

下。

2022 年 4 月 21 日，我司与太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资

本”）签订《太保长航股权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

议》，约定太保资本及其员工跟投平台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 600 万元，我司认

缴目标基金有限合伙份额不超过 200 亿元，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署后生效。预估

基金全周期太保寿险需支付的管理费最高为 10.8 亿元。本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一

般商业条款以及市场化原则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合规、公允、必

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本重大关联交易

经我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进行了报告与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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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7 日，我司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保集团”）就增资事宜签署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协议》。我司新增发行 208,2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由全体股

东按照目前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等比例认购，每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2.01元，

增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2,500,482,000 元整。其中太保集团按目前持股比例认购

204,644,734 股，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457,783,255.34 元。本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一

般商业条款以及市场化原则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合规、公允、必

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本重大关联交易

经我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进行了报告与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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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我公司不存在对偿付能力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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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7,314 万元，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1%，相比上季度上升 4pt；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0,934,809 万元，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 248%，相比上季度上升 1pt，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本季度末实际资本为 35,072,050 万元，上季度末为 34,513,781 万元，增幅

1.6%，主要变动如下：

A.本季度核心资本增加 726,151 万元，附属资本减少 167,882 万元；

B.本季度净资产增加 253,3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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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季度末最低资本为 14,137,241 万元，上季度末为 13,994,366 万元，最低

资本增加幅度为 1.0%，主要变动如下：

A.本季度保险风险最低资本要求减少 966 万元；

B.由于负债规模增加以及权益资产规模的增加，本季度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

求增加 136,166 万元；

C.本季度信用风险减少 3,787 万元；

D.风险分散和损失吸收相应减少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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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加 883 万元。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变动分析

未来 3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119%，未来 12 个月流动性覆盖率为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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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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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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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65 万元，较上季度增加

4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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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相关信息如下：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针对公司

2021 年 4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普华认为，公司偿付能力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原中国保监会颁布的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17 号)》以及《关于正式实施中国风险导向的

偿付能力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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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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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财政部《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金〔2020〕

6 号)对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的相关规定，截至 2021 年末，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审计服务年限期满。根据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公开选

聘结果，本公司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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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468 20,128,509

1.1 净资产 10,059,138 9,805,784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10,183,330 10,322,725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158,117 -184,770

1.2.2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26,277 4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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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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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0,918 10,86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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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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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748 -357,427

2 核心二级资本 1,072,087 459,895

3 附属一级资本 13,746,759 13,914,108

4 附属二级资本 10,736 11,269

5 实际资本合计 35,072,050 34,51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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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656 - 2,552,656 2,572,888

2 投资资产 158,324,544 - 158,324,544 152,363,635

3
在子公司、合营

企业和联营企业

中的权益

1,356,677 -26,277 1,382,953 1,293,475

4 再保险资产 1,895,881 335,748 1,560,133 1,767,145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10,676,379 - 10,676,379 10,776,813

6 固定资产 679,265 - 679,265 691,762

7 土地使用权 290 - 290 293

8 独立账户资产 - - - -

9 其他认可资产 188,796 - 188,796 25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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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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认可资产合计 175,674,488 309,471 175,365,017 169,71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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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58,258 30,796,645 106,761,613 102,531,695

2 金融负债 20,352,463 -248,807 20,601,270 19,604,488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7,799,449 7,799,449 7,382,469

4 预计负债 571 571 544

5 独立账户负债 - - -

6 资本性负债 1,610,952 1,610,952 2,208,242

7 其他认可负债 3,519,112 3,519,112 3,475,826

8 认可负债合计 170,840,804 30,547,838 140,292,966 135,20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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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4,581 14,080,824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6,893,835 6,899,488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5,681,002 5,708,196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2,987,019 2,95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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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762,994 761,497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537,180 2,522,189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70,902 266,215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270,902 26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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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4,517 12,008,351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9,327,609 9,663,779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8,439,703 7,883,778

1.3.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447,951 445,537

1.3.4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2,682 2,700

1.3.5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486,222 1,466,960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239,352 236,606

1.3.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7,799,003 7,691,009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4,902,130 4,905,917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1,000,649 1,029,499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4,555,268 4,546,207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653,787 669,789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6,243,784 6,228,323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3,743,018 3,770,824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3,743,018 3,770,824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16,169,710 16,31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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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87,340 -8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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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7,241 13,99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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