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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吴永烈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5 号院 1 号楼 12 层 1501 和 13 层 1601 

经营范围： 

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

险业务除外）: （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三）仅限代理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险种。 

经营区域： 

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股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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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股 0 0 0 0 0 0 0 0 

国有法人股 1,850,000,000 50% 0 0 0 0 1,850,000,000 50% 

社会法人股 0 0 0 0 0 0 0 0 

外资股 1,850,000,000 50% 0 0 0 0 1,850,000,000 5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700,000,000 100% 0 0 0 0 3,700,000,000 100% 

填表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

栏目中填列股权数额（单位：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司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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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

股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

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国有企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

持有的股权。 

2．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权关系 性质 
年度内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变化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投资关系 法人 0 

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 外资 投资关系 法人 0 

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

例降序填列，单位：股或元）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年度内持

股数量或

出资额变

化 

年末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 

年末

持股

比例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0 1,850,000,000 50% 0 

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 外资 0 1,850,000,000 50% 0 

合计 —— 0 3,700,000,000 100% 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无关联方关系 

填表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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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6 位董事。 

吴永烈：53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吴永烈和

戴宪生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4〕881 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历任化学工业部财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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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抚顺石化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2014 年 9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董事长。 

Frederic de Courtois d’Arcollieres: 1967 年 5 月出生， 1990 年毕业于国立巴黎

高等电信学院工程专业，1991 年毕业于国立路桥学院管理专业, 1990 年 1 月加入

CGI 信息公司，担任项目经理，1993 年 10 月加入 UAP 公司，担任金融部项目经

理等职务。1997年 9月，Frederic de Courtois d’Arcollieres先生正式加入保险行业，

先后在安盛集团控制和整合部、安盛集团销售渠道、安盛再保险、安盛保险（日

本和亚太区）、安盛保险（希腊、塞尔维亚）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副总经理、区域

首席执行官等职务。2016 年 9 月，Frederic de Courtois d’Arcollieres 先生加入忠利

集团，担任国际业务部负责人一职至今。 

潘国潮：56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潘国潮等人

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国际〔2009〕67 号）。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历任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发展部计划处副处长、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国际业

务部经理、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09 年 1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丁泉：49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丁泉任职资格

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982 号）。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历任锦州石化公

司规划处科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资本企划处副处长、资

本企划与综合处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资本企划处处长、专职董监事等职务。2016 年 9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董事。 

Roberto Leonardi 先生，1964 年 4 月出生，1986 年本科毕业于南非金山大学

贸易专业，1990 年在职本科毕业于南非大学会计专业；1986 年 6 月加入库珀莱布

兰德 C&L 公司，担任经理职务，1993 年 1 月加入附属医疗管理有限公司(AMA

公司，担任财务总监，1995 年 11 月加入南方医疗(SHC)，先后担任财务总监和首

席运营官职务，1998 年 11 月加入联合健康（葡萄牙），担任首席执行官，随后 2000

年 7 月调任联合健康（亚洲区），担任首席执行官。2008 年 7 月，Roberto Leonardi

先生正式加入保险行业，先后在慕尼黑再保险（亚太区）、安盛亚洲担任市场总监、

健康与保障首席执行官和健康与员工福利首席执行官等职务。2017 年 1 月，

Roberto Leonardi 先生加入忠利集团（亚洲区），担任区域负责人职务。 

游一冰：51 岁，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设立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机审〔2002〕5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获文学学士，

英国特许保险学会高级会员(FCII)，英国特许保险师。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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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部助理经理、中国保险（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忠利保险有限

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国地区经理等职务。2002 年 1 月起担任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董事。 

（2）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张剑锋：57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张剑锋、门

小海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3号）。张剑锋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统计学专

业学士，拥有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FSA）和美国精算师学会会员（MAAA）资格。张

剑锋先生，曾供职于安盛、中宏、友邦、荷兰国际集团、中荷等国际国内保险公司，在

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等地担任管理职位。2016年2月1日张剑锋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 

肖文建：50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肖文

建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4〕672号）。江汉石油学院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肖文建先生曾长期任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系统，担任财务资产

部会计处副处长、处长、财务稽查处处长、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等职。

2014年8月6日肖文建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全面参与公司

战略规划、风险管理、业务发展等重大经营管理决策。 

刘炳发：51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澳大利亚麦考利金融及精算专业

学士学位，取得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FSA）资格。刘炳发先生曾供职于新加坡保险、

宏利人寿（新加坡）、马来西亚丰隆保险等海外公司。2002年7月刘炳发先生加入中意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精算责任人、总精算师等职务，为公司战略决策、风险管

理、产品体系建立提供专业的建议。刘炳发先生现分管精算部。 

何焰：48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何焰财务负

责人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3〕500号）。辽宁大学会计学学士，清华大学管

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何焰女士曾供职于中石油华北石油管理局、中石油集团公司，

在财务管理领域从事资金、会计、预算和税务等岗位，历任副处长、处长。2013年12月

12日何焰女士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分管财务、企业服务、资产

管理等职能。 

门小海：44 岁，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张

剑锋、门小海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3 号）。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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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历。门小海先生曾供职于中国人寿，于2001年8月加入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先后在总公司培训部、广东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担任重要管理职务。2016 年 1 月

26 日门小海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个人营销业务渠

道。 

甄庆哲：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精算专业硕士

学历。甄庆哲女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物资装备公司、中意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甄庆哲 2013 年 11 月任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自 2017 年 8 月起兼任中意人寿险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参与

中意人寿资产管理相关经营及投资决策工作。 

伦羽：51 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法律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

《关于伦羽合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法规〔2008〕1020 号）和《关于伦羽

担任法律责任人的批复》（保监寿险〔2006〕262 号）。广西大学法学学士，新西兰梅

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伦羽先生拥有二十多年的法律从业经验，担任过专业律师以及

企业法律顾问。2005 年 11 月伦羽先生加入中意人寿，担任法律合规部部门负责人。

2008 年 8 月伦羽先生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分管法务、合规职

能。 

陈娟华：53 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关于陈娟

华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3〕124 号）。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国民经济计划

专业学士，审计师。陈娟华女士曾供职于北京市审计局、黎马敦（中国）、通用电气、

民生人寿、华泰人寿等公司。2008 年 12 月陈娟华女士加入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担任审计部部门负责人。2013 年 9 月 23 日陈娟华女士被任命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审计责任人，负责审计相关工作。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股）或出资额

（元）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

额 
期初 期末 

变动 

比例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0,000, 160,000, 0 80%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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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 

偿付能力报告联系人 

报告联系人姓名： 周辉义 

办公室电话： 010-58763988 转 1922 

移动电话： 18911185622 

传真号码： 010-57611818 

电子信箱： Steven.zhou@generalichina.com 

二、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保险业务收入（元） 4,140,240,777.95 3,242,710,054.27 

净利润（元） 385,285,658.65 19,230,097.85 

净资产（元） 4,574,233,602.16 4,385,005,141.97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3,920,779,477.03  4,007,870,674.43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89% 19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3,920,779,477.03  4,007,870,674.4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89% 198% 

三、实际资本 

实际资本主要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元)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58,290,628,867.53 55,896,065,409.63 

认可负债  49,968,295,434.82  47,799,860,447.41  

实际资本  8,322,333,432.71   8,096,204,962.22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8,322,333,432.71   8,096,204,962.22  

核心二级资本 0.00 0.00 

附属一级资本 0.00 0.00 

附属二级资本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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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资本 

最低资本主要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  4,401,553,955.68   4,088,334,287.79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405,078,018.09     4,091,607,573.85   

     寿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635,264,085.92 1,549,960,682.94   

     非寿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11,928,447.27 174,256,992.50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4,137,056,148.48   3,776,135,127.6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165,422,715.37 1,208,002,751.98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509,420,947.23   1,462,887,322.01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

收效应调整 
 1,235,172,431.72   1,153,860,659.20   

控制风险的最低资本 -3,524,062.41 -3,273,286.06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 C-ROSS 中国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发布的最终评级结果，公司在

2017 年第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 

根据 C-ROSS 中国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发布的最终评级结果，公司在

2018 年第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保监会于 2017 年 1 月正式向公司下发了《关于 2016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

报（财会部函〔2017〕218 号）》，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80.16 分。其中，

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38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48 分，保险风险管理 8.02

分，市场风险管理 8.97 分，信用风险管理 7.32 分，操作风险管理 8.17 分，战略

风险管理 8.61 分，声誉风险管理 6.52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7 分。公司未纳入

2017 年度 SARMRA 评估公司范围。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体系健全性和先进性，增

强风险管理工作有效性和约束性。按照监管规则以及相关要求，公司于2018年1月

启动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此次评估工作在总公司层面开展。工作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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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1月至3月开展第一阶段工作，为部门预评及自我完善阶段，由各部门按

照工作要求开展预评，并针对评估发现进行完善；4月至5月开展第二阶段工作，为

风险管理部牵头自评估阶段，由风险管理部结合预评及完善成果进行质量复核，再

与部门沟通确认评估结果；6月至7月开展第三阶段工作，为整改及自评估结果汇报

阶段。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 6,730,314,262.28  6,930,522,607.28 

 

指标名称 指标期间 本季度 上季度可比数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59% 49% 
1 年内 106% 101% 
1-3 年 290% 320% 
3-5 年 101% 153% 
5 年以上  33% 35%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一 1032% 1049% 
压力二 1069% 1089% 

独立账户覆盖率 
压力一 532% 571% 
压力二 1099% 1183%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一直以来执行稳健的资金运作政策,通过严格的流动资产比例控制和保证各

类资产的流动性。 公司制定回购限额制度，保证公司在出现流动性紧张时可以随时通

过回购融资等方式缓解流动性紧张。公司定期进行业务现金流预测和费用支出预测，

保证公司可以及时进行资金安排，及时支付到期债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发生流动

性紧张情况，说明公司流动性控制措施一直有效执行。 

从公司 2018 年 2季度现金流压力测试分析，基本情景下公司未来 1季度的净现金

流比较充足，未来 2-4 季度及报告日后未来第二年和第三年净现金流均大于 0，公司

流动性风险比较小。从综合流动比率和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分析，都处于公司设定

的绿色安全区域，未来 1季度公司流动性充足，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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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报告期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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