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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訊 

（一）註冊地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加楓路 26 號 

6 層 663 室 

（二）法定代表人：     孫培堅            

（三）經營範圍及經營區域 

1．經營範圍：        各種人民幣和外幣的健康保險業務、意外傷害保

險業務與國家醫療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託的健

康保險業務；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與健康保險

有關的諮詢服務業務及代理業務；國家法律、法規

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

業務。              

2．經營區域：       上海市、北京市、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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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51.00 77.05 

內資自然人持股 - - 

外資股 22,949.00 22.95 

其他 - - 

合計 100,000.00 100.00 

 

2．前十大股東 

股東名稱 
季末持股數量或出

資額（萬股） 

季末持股比例

（%） 

1.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 
77,051.00 77.05 

2.德國安聯保險集團 22,949.00 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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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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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質子重離子醫院 1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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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償付能力資訊公開披露連絡人及聯繫方式： 

1．連絡人姓名：丁亮 

2．聯繫方式：  021-3396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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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607 

核心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48,331.37 61,862.18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405 607 

綜合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48,331.37 61,862.18 

最近一期的風險綜合評級 - B 級 

保險業務收入（萬元） 34,714.92 11,770.71 
淨利潤（萬元） -9,659.19 -4,404.66 

淨資產（萬元） 68,035.39 77,954.43 

 

三、實際資本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認可資產（萬元） 156,805.05 140,548.08 

認可負債（萬元） 92,623.22 66,477.28 
實際資本（萬元） 64,181.82 74,070.80 

  核心一級資本（萬元） 64,181.82 74,070.80 
  核心二級資本（萬元） - - 

  附屬一級資本（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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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0.45 12,208.62 

其中：量化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5,097.11 11,628.36 

      1）保險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3,790.83 10,149.23 

      2）市場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2,186.52 2,195.35 

      3）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338.93 1,611.22 

控制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753.35 5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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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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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綜合評級 

 
公司 2016 年 3 季度風險綜合評級：B 級。 

公司 2016 年 4 季度風險綜合評級：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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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保監會對保險公司開展了償二代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評估

（SARMRA），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為 70.02 分。其中，風險管理基礎與

環境 13.99 分，風險管理目標與工具 6.77 分，保險風險管理 7.27 分，市場風險

管理 7.1 分，信用風險管理 7.58 分，操作風險管理 6.58 分，戰略風險管理 6.52 

分，聲譽風險管理 7.09 分，流動性風險管理 7.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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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風險管理制度的建設與完善 

公司目前已制定償付能力風險管理制度，及各大類風險管理制度。公司償二代領

導小組于 2016 年四季度探討了保監會對行業 SARMRA 試評估反映出的結果和主要問

題及公司需要關注之處，要求公司各部門根據保監會正式實施要求和公司償二代領導

小組的工作部署，進一步完善與修訂風險管理制度。 

 

公司于本季度接到福建保險監督管理局《關於回饋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評估情

況的函》，接函後公司對償付能力風險管理制度體系中存在的差距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明確了 2017 年風險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目標，並計畫於二季度起開展 2017 年度償

付能力風險管理制度體系的評估和更新。 

2．管理流程的梳理與優化 

公司繼續以償二代體系為引領，將其核心內容，例如組織架構、治理制度、風險

報告、日常管理、資訊系統建設、培訓工作、績效考核等納入公司的風險管理框架。

在落實償二代專案的過程中，公司逐步優化常規運作環境下各部門在風險管理流程上

的職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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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渡期首年運作經驗，公司償二代領導小組已收集各相關部門的資源需求，

回饋至管理層和集團條線，透過有效的資源配置，加強管理流程的操作性並提高報告

效率。同時，公司積極參與集團定期組織的專題風險管理研討會和重點關注的風險溝

通平臺，充分利用集團的風險管控工具和技術團隊，通過資源分享和緊密合作，完善

風險事前監控，並逐步提高風險管控的專業水準。  

3．制度執行的有效性 

公司2017年償二代風險管理工作重點為根據集團公司、公司償二代領導小組的管

理要求，結合公司實際風險水準，進一步強化償付能力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完善總分

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更新風險偏好，優化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並實施重點風險管

理工作流程。 

 

公司不斷推進償付能力風險管理制度的執行工作。對於已經正式實施的制度，各

部門按照制度中規定的各項風險管理流程，落實崗位責任，執行風險管控，提供風險

資訊，風險管理部門於 1 季度通過風險偏好報告向管理層匯總並報告了公司各項風險

水準及風險管理情況，嚴密監測各項風險管理工作的成效。另外，公司風險管理部門

通過參與、評估、檢查、控制各項業務流程，監督各項風險管理制度的執行，確保風

險管理工作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公司內部審計部門於 2016 年四季度起至 2017 年一季度開始檢查、評估公司償付

能力風險管理體系運行情況和運行效果，監督風險管理政策的執行情況，並將向董事

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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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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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流動比率 

項目 3 個月內 1 年內 1-3 年內 3-5 年內 5 年以上 

綜合流動比率（%） 7,226 134 87 2,029,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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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 3,212 

 

（二）流動性風險分析及應對措施 

目前在基本情景及各壓力情景下，本公司的淨現金流均為正值，始終保持良好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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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