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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号 A座 11层 

（二）法定代表人 

李艳华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许可经营项目：团体人寿保险业务；团体养老

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

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与健康

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仅限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险种）（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2

月 27日）。 

一般经营项目：无。 

经营区域：安徽、北京、福建、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

江苏、江西、辽宁、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深圳、四川、天津、新疆、浙江、重

庆、甘肃、贵州、吉林、内蒙古、云南、宁夏均设有分公司。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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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

出资额 

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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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国家股         

国有法人

股 
        

社会法人

股 
260,000 100%     260,000 100% 

外资股         

其他         

合计 260,000 100%     26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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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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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股东（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万股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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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254,000 97.6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6,000 2.31%  

合计 ——  260,000 10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填表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备注：公司原股东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

工商登记变更正在进行中。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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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报告期末无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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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位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李艳华，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艳华女士曾任国家审计署基建审计司主任科员，国家审计署办

公厅秘书，国家审计署投资司处长，1996年 7月加盟泰康人寿以来，历任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总监，泰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总监兼首席风险官，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稽核总监、合规负责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等

职务。 

周国端，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周国端先生在美国期间，曾任职于旅行家集团

与摩根斯坦利公司。回台湾后，曾先后任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所教授，教授寿险公

司资产负债管理课程，同时兼任瑞士信贷金融集团台湾咨询顾问、苏黎世金融集团大

中华区寿险首席顾问；财团法人保险犯罪防治中心董事长，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

心董事长，并兼任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所教授；台湾宏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 CEO，并兼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段国圣，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段国圣先生曾

任江汉石油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平安保险公司执委会委员、助理首席投资执行

官、平安博士后工作站指导专家，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首席执行

官，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资产管理中心首席执行官，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尹奇敏，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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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尹奇敏先生曾任嘉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经理、加拿大联

合商业人寿保险公司助理精算师、美商美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助理副

总裁及精算师、荷商亚太全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副总裁及首席财务长、

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精算师、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精算师、

首席财务官兼首席精算师等职务。 

宋宏谋，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

总裁兼 CEO办公室主任。宋宏谋先生曾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研究室，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办公室，中央金融工委监事会工作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处长、正处级和副局级

秘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新疆金融办党组书记和主任等。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 3 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刘渠，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总裁兼总精算师、精算部总经理。刘渠先生自 1999 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泰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部工作，负责公司的价值管理、价值波动管理、资产负债

关联风险管理、再保险以及报送外部监管报告。 

吴昊，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资

产业务部总经理。吴昊女士曾先后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处经理、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 

文忠，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综合办公室主任。文忠先生曾先后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总经理秘书、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李艳华，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艳华女士曾任国家审计署基建审计司主任科员，国家审计署办

公厅秘书，国家审计署投资司处长，1996年 7月加盟泰康人寿以来，历任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总监，泰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总监兼首席风险官，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7 

 

兼稽核总监、合规负责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等

职务。 

马亚文，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

审计责任人。马亚文女士曾任四川物资集团财务处副处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分公司财务部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西南稽核特派办主任，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付华，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付华先生曾任中

国惠普有限公司国际租赁业务部财务分析师、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

经理、康柏电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中国区财务经理、信用管理经理、甲骨

文软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财务经理、智联招聘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集团

财务总监、安博（美国）有限公司中国控股公司中国区首席财务官、Monster Worldwide 

Corporation，中华英才网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财务）、蒙发能源控股集团首席财务

官兼副总裁（财务）、北京蒙发金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CEO兼总经理等职务。 

陈兵，2016年 5月加入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任临时总精算师。陈兵博

士 1999年 12月获得中国精算师资格，2007年 3 月获得北美精算师资格。1991 年 7 月

参加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业务经理、湖南财经学院助教、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精算部精算师、精算室主任、精算经理（部门副总级）、财务部

总经理助理、首创安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精算师兼首席风险官。 

戴海峰，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戴海

峰先生历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团险直销部客户经理、营业部经理、

团险直销部经理、分公司法人业务副总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筹备负责人、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等岗位。 

薛振斌，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薛振

斌先生历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职员、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险部核保主管、核保经理、销售支持经理、企划经理及员工福利计划事业部运营管

理部负责人、销售管理部副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法人业务

第一责任人、副总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筹备负责人、分公司

总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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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东辉，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段东

辉女士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法律部高级经济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

导师）、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公室主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总经理。曾兼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田军，男，硕士学历，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养老金发展中

心总经理。 田军先生曾任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计算机工作站助理工程师、万国软件

有限责任公司软件开发部软件工程师、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系统开发

副经理、国泰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总部交易技术部副总经理、国联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信息技术总监、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长江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副总裁、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主

持工作）等职务。 

刘岩松，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助理总经理。 刘岩松先生曾任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业务员、

主任、经理、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副总经理、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含厦门）副总经理、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副总

经理（主持工作）、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区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平

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兼地区党委书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报告联系人姓名： 桑芳 

办公室电话： 010-59311832 

移动电话： 18611608552 

传真号码： 010-59311888 

电子信箱： sangfang@taikang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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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3,280,784,374.50 3,309,433,638.8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56.79% 391.1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3,280,784,374.50 3,309,433,638.8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56.79% 391.18% 

保险业务收入 634,170,498.09  731,511,013.44 

净利润 185,122,205.97  -146,217,353.27 

净资产 3,064,219,778.71 3,103,245,335.02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我公司 2016 年 3 季度的分类监管评级结果为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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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 10,782,667,734.85 9,613,310,127.23 

认可负债 6,224,258,439.20 5,167,332,394.02 

实际资本 4,558,409,295.65 4,445,977,733.21 

核心一级资本 4,558,409,295.65 4,445,977,733.21 

核心二级资本   

附属一级资本   

附属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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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最低资本 1,277,624,921.15 1,136,544,094.34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272,027,997.96 1,136,544,094.3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68,481,209.80 502,474,379.70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22,128,515.98 216,057,218.21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682,776,220.53 612,333,644.68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68,606,330.95 225,078,511.07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469,964,279.30 419,399,659.32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5,596,923.19    -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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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我公司 2016 年 3 季度和 2016 年 2 季度的分类监管评级结果均为 A 类。 

我公司建立分类监管评级季度完善与追踪机制。 

每季度在分条线报送分类监管评级数据信息基础上，按照职责分工由相应部

门对发生不利变动的指标、条线操作风险事件发生情况进行分析和说明。在此基

础上召开季度沟通会，对上季度完善工作的实施情况和本季度新增问题进行集中

讨论明确责任部门和完善时间，确保公司整体及分项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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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 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中国保监会最近一次对本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为 79.12 分。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其进展情况 

四季度根据风险管理工作整体安排，公司主要开展以下重点工作，具体进展

情况如下： 

1、开展 2017 年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及遵循优化工作沟通 

结合三季度开展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 2016 年度自评估、11 月集团稽核

小组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和运行效果的年度专项稽核所反映的

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现状和问题，对标 2016 年首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

监管评估结果，确定 2017 年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及遵循优化工作规划。截

止 12 月底，已经初步完成基础与环境、目标与工具以及七大类日常风险管理中跨

部门工作对应制度健全、遵循优化的工作沟通和确认。 

预计 1 月底完成剩余七大类日常风险管理工作沟通，2 月中旬形成年度工作

规划报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审批通过后，各项工作对应负责部门相应开

展落实改进工作，实施进展情况按季度进行追踪。 

2、配合集团开展风险与内控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集团风险与内控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子公司风险偏好体系优化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四季度配合集团统筹安排，养老总公司风险、精算、财务、运营、年金等相

关部门会同集团风险、咨询公司项目组对养老风险偏好体系框架进行了首次研讨，

明确在现有风险偏好体系基础上搭建与公司战略和经营实际相结合的全面风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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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体系，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实现传导，与公司日常经营紧密结合。

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参与确定系统框架和关键需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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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动性风险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1.净现金流（单位：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 2017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基本情景 1,777,172,418.59 1,025,581,141.81 1,136,085,503.23 499,210,844.12 5,074,883,852.76 6,025,369,476.15 

压力情景一 535,780,710.88 94,268,601.47 501,801,655.56 48,790,114.37 2,268,809,836.39 2,341,058,247.03 

压力情景二 1,649,793,531.15 909,945,423.42 1,011,044,501.36 434,370,502.82 4,705,229,450.57 5,710,984,118.85 

自测情景 1,736,898,374.78 992,184,865.97 1,102,349,661.03 469,144,617.80 4,911,428,868.52 5,839,209,766.93 

2.综合流动比率 

2016年 4

季度 
3个月 1年内 1-3年 3-5年 5年以上 

综合流动

比率 
110.03% 184.79% -1475.60% -277.89% 6.73% 

3.流动性覆盖率（单位：元） 

季度 本季度 

范围 公司整体 独立账户 

优质流动资产 1,218,630,421.79   

压力情景一 
净现金流 333,804,248.05   

流动性覆盖率 365.07%   

压力情景二 
净现金流 420,712,624.75   

流动性覆盖率 289.66%   

基本情景：在考虑现有业务和未来新业务的情况下的最优估计假设情景；压力情

景一：签单保费较去年同期下降 80%,同时退保率假设为基本情景的 2 倍（但退保率

绝对值不超过 100%）；压力情景二：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回

本息；自测情景：费用假设为基本情景的 110%。 

综合以上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公司目前流动性状况良好，流动性风险较小。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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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四季度，从现金流压力测试情况、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风险偏好体

系对应流动性风险关键风险指标三方面综合来看，公司资金流动性较为充足，流

动性风险可控。 

(1)现金流压力测试情况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传统保险业务、分红业务、万能业务在各预测期间内

均为净现金流入； 

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分红业务、万能业务在各预测期间内均为净现金流入，

仅传统保险业务在必测压力情景一下在未来 1 年第 2 季度、第 4 季度为净现金流

出。 

(2)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净现金流:公司整体当季净现金流为正 

综合流动比例:除 5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例未到 100%，其余均在限额范围内。 

流动性覆盖率:公司未设立独立账户，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在压力情景下均

超过 200%。 

(3)风险偏好体系对应流动性风险关键风险指标 

流动性资产比例：2016 年连续四个季度均超过 5%，在风险限额范围内。 

对外担保：公司未进行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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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因风险管理状况良好，监管机构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