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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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50,703,172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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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公司控

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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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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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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共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6.81 

上海和基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50,000 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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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莫 

2．聯繫方式：021-3396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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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234% 

核心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2,117,646 1,991,674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304% 306% 

綜合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3,117,646 3,071,674 

最近一期的風險綜合評級  B 

保險業務收入（萬元） 3,518,135 2,971,301 

淨利潤（萬元） 86,095 138,164 

淨資產（萬元） 3,698,269 3,546,982 

 
三、實際資本 

  項目 本季度（末）數 上季度（末）數 

認可資產（萬元） 16,726,352 15,995,813 

認可負債（萬元） 12,079,662 11,432,664 

實際資本（萬元） 4,646,691 4,563,149 

  核心一級資本（萬元） 3,646,691 3,483,149 

  核心二級資本（萬元） - - 

  附屬一級資本（萬元） 1,000,000 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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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044 1,491,475 

其中：量化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551,384 1,513,266 

      1）保險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1,168,475 1,136,357 

      2）市場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305,821 319,535 

      3）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572,851 542,674 

控制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22,340 -2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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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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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 3 季度風險綜合評級為 B。 

公司 2018 年 4 季度風險綜合評級為 B。 

 

六、風險管理狀況 

（一）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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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銀保監會對我司開展了償二代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評估（SARMRA），

經評估，我司 2018 年得分為 82.88 分。其中，風險管理基礎與環境 16.73 分，風

險管理目標與工具 7.55 分，保險風險管理 8.60 分，市場風險管理 8.32 分，信用風

險管理 8.38 分，操作風險管理 7.66 分，戰略風險管理 8.68 分，聲譽風險管理 8.28

分，流動性風險管理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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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發佈《2019 年合規與風險管理工作要點》，明確了本年度公司合規與風險

管理總體要求，提出推進風控前置和管理下沉、加強風控智能化平臺建設、嚴守

合規與風險底線等三個方面的 12 項重點工作；並通過召開專項會議向總公司各部

門及各分公司部署年度風控重點工作。本季度重點採取以下工作措施： 

一是全面推進風控相關整改工作：制定 SARMRA 評估、風險綜合評級、反洗

錢評估等風控相關監管評價的三合一整改清單，明確各部門職責及整改措施、整

改時效。 

二是提升基層機構風控能力：公司發佈《加強中支公司風險防控能力建設實

施方案》，以健全中支公司風險管控組織，明晰風險管控規則，規範經營行為，塑

造執行責任文化，提升中支公風險防控水平。 

三是加強保險風險管理：公司進一步加強理賠環節管理，對車險未決賠案提

出了更嚴密和明確的管理要求；在巨災模型運用方面，在每季度對分公司進行巨

災風險限額和風險累積監測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險種的覆蓋面，並探索在承保

環節的前置應用。 

四是加強操作風險管理：公司啟動 2019 年風險和內控自查工作，進一步夯實

風險管理基礎，拓展風險管控的廣度和深度；公司發佈了《操作風險損失數據管

理辦法》，正式啟用升級後的操作風險損失事件庫，為操作風險損失事件的量化評

價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五是積極倡導和培育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公司推出面向管理層和分支機搆

的《風控月刊》，聚焦風控管理熱點問題和重點工作，宣導風控創造價值、風控人

人有責的理念。 

 

七、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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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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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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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63.7%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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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 350.6% 

（二）流動性風險分析及應對措施 

1、現金流量狀況 

本季度公司現金淨流入為 22.8 億元，其中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為

296.9 億元，同比增加 5.7%，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為 153.7 億元，同比

增加 9.7%；本季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同比增加 2.2 億元。 

本季度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25.7 億元，主要為存款、債券、權益等資產配置

影響。 

本季度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11.4 億元，主要為配置回購金融資產等資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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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流動性需求，未來一個季度壓力情景一和壓力情景二下的流動性覆蓋率為

655.0%和 350.6%，能夠滿足短期內業務波動的現金流需求。 

為防範流動性風險，公司注重日常現金流管理，通過合理安排經營活動、投

資活動和融資活動等各類現金流，確保有充足的流動性履行包括退保、保險的賠

付或給付等支付義務。公司將持續關注流動性風險狀況的變化，提高風險管理能

力。 

 

八、監管機構對公司採取的監管措施 

（一）銀保監會對公司採取的監管措施  

目前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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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