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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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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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代理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保险兼

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 27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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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均设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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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

出资额 

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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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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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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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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稽核总监，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稽核总监兼首席风险官，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兼稽核总监、合规负责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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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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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中心首席执行

官，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助理总裁兼资产管理中心首席执行官，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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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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兼首席保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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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精算师、

首席财务官兼首席精算师等职务。 

应惟伟，经济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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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应惟伟先生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国际金融与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财务处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秘书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董事，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常委、武汉大学总会计师

等职务；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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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精算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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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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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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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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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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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裁兼首席保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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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惟伟，经济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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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应惟伟先生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国际金融与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财务处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秘书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董事，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常委、武汉大学总会计师

等职务；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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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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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负

责人兼法律合规部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靳毅先生曾任泰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部诉讼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高

级主管、新光海航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职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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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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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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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海峰，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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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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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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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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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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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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兼合规负

责人及审计责任人等职务。  

田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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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兵，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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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精算

师等职务。   

HU HONGYAO DEREK，中文名字胡洪耀，博士学位。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架构师。HONGYAO DEREK HU 先生曾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员、美国

芝加哥市信息部系统工程师、美国 HEALTH EAST医院集团高级系统工程师、美国

PARANET公司高级系统工程师、美国 CNA保险集团技术总监、美国 SAPIENT咨询公司

高级咨询顾问、美国安泰保险集团高级架构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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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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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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波，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健康保险发展中心总经理。

刘洪波先生曾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核保核赔部职员、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业务管理部个险业务管理处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业务管

理部核保主管、部门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部门总经理、健

康保险发展中心负责人兼运营服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刘岩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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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林，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杨春林先生曾任泰康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审计员、初级审计师、中级审计师、稽核监察部审计业务主

管、审计业务高级主管、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稽核中心稽核业务高级主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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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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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艺婷 

办公室电话： 010-59311929 

移动电话： 13611073730 

传真号码： 010-5931188 

电子信箱： wangyt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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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9,389,663.37 3,429,524,527.24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07.77% 225.3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3,639,389,663.37 3,429,524,527.2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07.77% 225.34% 

保险业务收入 2,860,703,540.41 545,486,343.77 

净利润 46,097,672.38 39,325,789.80 

净资产 3,496,272,066.75 3,367,593,569.31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我公司 2017 年 4 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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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1,619,545.46 15,034,059,770.96 

认可负债 11,235,106,249.28 8,868,257,092.15 

实际资本 7,016,513,296.18 6,165,802,678.81 

核心一级资本 7,016,513,296.18 6,165,802,6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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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7,123,609.95 2,736,278,151.57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379,151,100.61 2,737,920,904.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367,583,976.47 1,095,254,269.19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67,729,189.86 257,055,057.04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2,475,679,143.37 2,008,083,644.79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6,482,457.67 30,946,824.6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647,798,816.33 558,296,354.33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00,524,850.43 95,122,537.23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027,490.66 -1,642,752.54 

附加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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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2017 年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A 类  

2017 年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A 类  

 

2017 年 2 季度开始，风险综合评级填报的 282 项中，266 项指标的填报部门

归集到总公司，各家分公司具体填报的指标下调至 16 项。分公司填报的 16 项指

标由总公司运营服务部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下发至分公司相应部门并收集、报送回

风险管理部；针对主要失分项的整改落实情况由运营服务部负责与分公司追踪并

报送回风险管理部。  

2018 年 1 季度，风险管理部改进了数据填报工作流程及分工。1 季度开始，

各分公司设立了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联络人，由各分公司第一责任人指派，负责每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公司数据的报送、整改落实。此项改进措施实施后，由风险

管理部直接与各分公司风险综合评级联络人对接汇总报送数据、追踪整改情况，

改善了报送流程，减少了信息的二次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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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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2 分。基础

与环境、目标与工具、保险风险管理能力、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操作风险管理能力、战略风险管理能力、声誉风险管理能力、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各

评估项目的得分分别为：15.49 分、6.69 分、8.52 分、8.25 分、8.64 分、8.23 分、

7.85 分、8.44 分、8.01 分。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其进展情况 

2017 年 SARMRA 监管评估、2017 年集团专项稽核分别于 2017 年 9月、2017 年 11

月完成，在此基础上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启动 2018 年风险管理完善工作编制工作。

编制工作于 2018 年 3月完成，《2018 年风险管理完善工作计划》（泰康养风发[2018]

第 001 发）已于 2018 年 3月正式下发。  

根据《2018 年风险管理完善工作计划》，公司 2018 年对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目

标与工具、七大类日常风险管理等九方面制定 111 项风险管理完善工作举措，不断健

全风险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增强制度可行性。  

一季度计划完成 31项风险管理完善工作，实际完成 26 项，4 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预计四月完成，1 项预计五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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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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8 年 2018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基本情

景 2,026,331,218 1,131,595,422 312,747,146 3,548,376,679 6,132,029,585 6,839,597,935 

压力情

景一 576,368,560 124,120,688 -200,119,423 1,460,648,255 2,344,669,920 2,681,524,406 

压力情

景二 2,010,882,262 1,028,878,323 198,250,555 3,417,002,815 5,765,561,083 6,532,573,230 

自测情

景 1,146,155,532 453,127,026 -71,227,074 2,250,580,594 3,903,988,380 5,040,374,634 

 

2.综合流动比率 

2018 年 1 季度  3 个月  1 年内  1-3 年  3-5 年  5 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  404.88% 364.22% -270.96% -323.29% 3.31% 

3.流动性覆盖率（单位：元） 

季度  本季度  

范围  公司整体  

优质流动资产  4,263,052,034.24 

压力情景一  

净现金流  823,631,439.97 

流动性覆盖率  517.59% 

压力情景二  

净现金流  516,749,768.35 

流动性覆盖率  8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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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率假设为基本情景的 130%，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10%无法收回本息，预测内权益

类产品价格下跌 15%，假设公司发生一起重大操作风险损失事件造成直接损失 57 万元，预测期内员福、企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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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考核指标的达成率负偏差 20%。 

基本、必测压力二情景下，公司整体在未来各测试区间净现金流均为正。必

测压力一及自测压力情景下，仅未来第三季度出现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该情景

下保费收入低于公司正常经营情况下保费收入，且公司持有约 43 亿元的优质流动

性资产，可以满足日常支取的需求。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匹配，监控

流动性风险指标，确保流动性风险可控。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18 年 1 季度，从现金流压力测试情况、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情况、风险偏

好体系指标情况三方面综合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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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在未来各测试区间净现金流均为正。自测

压力一情景下，仅未来三季度出现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公司持有约 43 亿元的优

质流动性资产，可以满足日常支取的需求。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匹配，

监控流动性风险指标，确保流动性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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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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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