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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註冊地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銀城中路 190 號交銀大廈南樓 

（二）法定代表人 

顧越 

（三）經營範圍及經營區域 

1、經營範圍 

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短期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

保險；上述保險業務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

經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2. 經營區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港、澳、臺地區除外） 

（四）股權結構及股東 

1、股權結構 

股權類別 股份或出資額（萬股）          占比（%） 

內資法人持股 1,947,000 100 

內資自然人持股 - - 

外資股 - - 

其他 - - 

合計 1,947,000 100 

2、前十大股東 

股東名稱 季末持股數量或出資額（股） 季末持股比例（%）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9,178,214,743 98.50 

申能（集團）有限公司 90,874,742 0.47 

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50,703,172 0.26 

上海海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90,620,982 0.46 

雲南合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9,586,361 0.31 

合計 19,470,000,000 100 

（五）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98.5%的股權，為本公司實

際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營企業和聯營企業 

公司名稱 持股數量（萬股） 持股比例（%） 

寧波溪口花園酒店 386 48.20 

上海濱江祥瑞投資建設有限責任公司 1,071 35.70 

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6,490 52.13 

上海聚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0 32.00 

中道汽車救援產業有限公司 1,280 25.60 

太平洋裕利安怡信用保險銷售有限責任

公司 
2,55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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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償付能力信息公開披露連絡人及聯繫方式：  

1．連絡人姓名：駱豔秋 

2．聯繫方式：021-33962833 

 

 

二、主要指標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        267%        250% 

核心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2,152,230   1,970,822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298%      280% 

綜合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2,552,230   2,370,822 

最近一期的風險綜合評級 - B 

保險業務收入（萬元） 2,236,970  2,339,348 

淨利潤（萬元）    130,509     109,448 

淨資產（萬元）    3,473,994    3,323,453 

 
三、實際資本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認可資產（萬元） 13,033,649  12,988,911  

認可負債（萬元） 9,191,589   9,303,729  

實際資本（萬元） 3,842,060 3,685,182    

  核心一級資本（萬元） 3,442,060   3,285,182  

  核心二級資本（萬元）         -            -    

  附屬一級資本（萬元）     400,000      400,000  

附屬二級資本（萬元）         -            -    

 
四、最低資本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最低資本（萬元） 1,289,830 1,314,359 

其中：量化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289,830 1,314,359 

      1）保險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033,073 1,071,696 

      2）市場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240,986 221,498 

      3）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385,316 383,764 

控制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 - 

      附加資本（萬元） - - 

      1）逆週期附加資本（萬元） - - 

      2）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的附加資本（萬元） - - 

      3）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的附加資本 （萬元） - - 

      4）其他附加資本（萬元） - - 

 
五、風險綜合評級 

公司 2016 年 1 季度風險綜合評級為 A 級。 

公司 2016 年 2 季度風險綜合評級為 B 級。 



 

3 

 

 

六、風險管理狀況 

（一）保監會最近一次對公司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的評估得分  

保監會尚未對我司進行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評估。 

（二）公司制定的償付能力風險管理改進措施及報告期最新進展  

公司修訂了《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風險管理辦法（試行）》

和《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戰略管理實施方案》，並發佈了《中國太平

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風險偏好體系管理辦法（試行）》及 2016 年風險限額方

案，進一步完善了公司的風險管理制度體系。 

公司發佈了《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非車險產品開發與管理試行辦

法》、《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業車險改革費率方案制定與管理辦法》，

建立了新興險種個人貸款保證保險的審批和理賠流程，發佈了意健險理賠標準流

程（SOP）手冊，進一步強化保險風險環節的風險管理。公司還制定了償付能力報

告編報管理辦法、償付能力信息公開披露管理辦法，進一步加強償付能力管理。 

 

七、流動性風險 

（一）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 

1、淨現金流 

項目 本季度（末）數 

淨現金流（萬元） 57,116 

2、綜合流動比率 

     項目        3 個月內        1 年內        1 年以上 

綜合流動比率          45%         35%          612% 

    3、流動性覆蓋率 

     項目 壓力情景一   壓力情景二    

流動性覆蓋率  480%   471% 

（二）流動性風險分析及應對措施 

1、現金流量狀況 

本年度公司淨現金流為-19.9 億元，三季度當季現金淨流入為 5.7 億元，其中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為 233.4 億元，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為

142.6 億元。  

本季度公司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為 35.5 億元，主要是收回投資的現金增

加。 

本季度籌資活動淨現金流-21.8 億，主要是支付上年度股利 19.47 億。 

2、流動性指標分析 

    公司在戰略資產配置管理的投資資產中，均配置一定比例的高流動性資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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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流動性需求，未來一個季度的流動性覆蓋率為 480%和 471%，能夠滿足短期

內業務波動的現金流需求。 

    公司正在進一步完善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補充風險限額

的授權制度和審批流程，明確超限額情況的審批、問責制度及流動性風險限額管

理的監督檢查制度等。 

 

八、監管機構對公司採取的監管措施 

（一）保監會對公司採取的監管措施 

目前保監會未對我司採取監管措施。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及執行情況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