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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註冊地址 

中國上海共和新路 3651 號農保大廈 

（二）法定代表人 

宋建國 

（三）經營範圍及經營區域 

1、經營範圍 

農業保險、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法定責任保險、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短

期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其他涉及農村、農民的財產保險業務；上述業務的再保

險業務；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從事資金運用業務 

2、經營區域  

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 

（四）股權結構及股東        

1、股權結構（單位：萬股或萬元） 

股權類別 股份或出資額 占比（%） 

內資法人持股 70,000 100 

內資自然人持股 - - 

外資股 - - 

其他 - - 

合計 70,000 100 

2、前十大股東(單位：萬股或萬元) 

股東名稱 季末持股數量或出資額 季末持股比例（%） 

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6,490.08 52.13% 

上海富利農投資總公司 7,718.03 11.03% 

上海市閔行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 5,365.19 7.66% 

上海農發資產管理中心 4,201.72 6.00% 

上海寶山財政投資公司 3,150.84 4.50% 

上海嘉定廣沃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2,504.59 3.58% 

上海奉賢區公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2,368.95 3.38% 

上海松江國有資產投資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2,025.88 2.89% 

上海匯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817.99 2.60% 

上海青浦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1,719.37 2.46% 

（五）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2.13%的股權，為本公司實際控制

人。 

（六）償付能力信息公開披露連絡人及聯繫方式：  

連絡人姓名：胡曉璐 

辦公室電話：021-6698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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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箱： huxl@aa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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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219% 

核心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92,296 50,293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294% 219% 

綜合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92,296 50,293 

最近一期的風險綜合評級 -- B 

保險業務收入（萬元） 23,926 38,090 

淨利潤（萬元） 4,754 4,015 

淨資產（萬元） 130,901 84,255 

 
三、實際資本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認可資產（萬元） 270,757 272,226 

認可負債（萬元） 130,802 179,601 

實際資本（萬元） 139,955 92,624 

  核心一級資本（萬元） 139,955 92,624 

  核心二級資本（萬元） 0 0 

  附屬一級資本（萬元） 0 0 

附屬二級資本（萬元） 0 0 

 
四、最低資本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最低資本（萬元） 47,659 42,331 

其中：量化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47,659 42,331 

      1）保險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40,573 35,873 

      2）市場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0,873 10,144 

      3）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6,427 5,362 

4）量化風險分散效應（萬元） 10,214 9,048 

5）特定類別保險合同損失吸收效應（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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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保監會 2016 年第 1 季度分類監管評價中，被評定為 B 類；在 2016 年第 2

季度綜合評級評價中，被評定為 B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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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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監會尚未對我司的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出具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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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公司按照《償付能力監管規則 1-17 號》及相關的監管要求，不斷提高公司

風險管理水平、改進風險管理措施、加大風險管理力度。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完善了

風險管理工作：一是著重加強風險管理基礎與環境的建設工作；二是建設了風險管理

系統；三是制定並執行了風險偏好制度和風險限額監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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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7 

2、綜合流動比率 

項目 3 個月內 

綜合流動比率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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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171% 

（二）流動性風險分析及應對措施 

作為農業保險公司，公司主要面臨兩方面的流動性風險： 

一是農險應收財政清算滯後。公司的主營業務為農險，保費占比約為 60%，其中

財政補貼占農險保費的 70%左右。根據上海市制定的 2016-2018 年《上海市市級財政

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資金管理辦法》，財政補貼採用當年預撥、第二年清算的模式，因

此，農險應收財政補貼滯後並對公司現金流產生了一定影響。公司積極與農委、財政

等部門進行溝通，確定每次撥款的具體時限，使補貼款能儘早到位。 

二是農險大災風險。公司農險業務集中在上海，由於承保地域的相對集中性以及

農險的特性，一旦發生大災，會造成短時間內大量賠款需要支付。為此，公司建立了

一系列措施，在二、三季度颱風高發期密切關注災害出現的可能性，提前做好預警及

防災減損工作；一旦出現大災，公司也將會啟動應急預案，及時進行理賠查勘，調度

資金安排，確保公司現金流的正常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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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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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監局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5 年 12 月 4 日對我司進行了農業保險專

項現場檢查，提出了公司在理賠管理方面、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並依據有

關規定於 2016 年 7 月 13 日向我司發出了《上海保監局監管函》（滬監管函【2016】

24 號）。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及執行情況 

公司對此十分重視，經營班子親自抓整改落實，明確了各項整改項目的責任

主體、責任人，逐一對照整改落實，填補管控漏洞，健全內控體系，建立長效機

制。並於 2016 年 8 月 8 日上報《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農業保險專項檢

查整改情況的報告》（安信保險〔2016〕303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