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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号院 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2001、2002、2101、2102、2201、

220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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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泰康在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险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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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宁波、大

连、海南均设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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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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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股         

国有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400,000 100%     400,000 100% 

外资股         

其他         

合计 400,000 100%     4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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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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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000 98.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6,000 1.5%  

合计 ——  4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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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为陈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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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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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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  

李艳华，女，1961年 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李艳华女士还兼任泰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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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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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段国圣，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段国圣，男，1961年 8月出生，理学硕士，工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数学副教授，应用

经济学研究员（教授）。 段国圣先生还兼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投资

官，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康在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长，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

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是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任董事长，中国保险

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  

陈宏华，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陈宏华，男，1978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陈宏华先生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陈宏华先生还兼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总裁兼副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分管集团财务管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陈宏华先生曾任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分析师、高级经理、副总裁、董事、

董事总经理等职务，主管中国金融机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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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惟伟，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应惟伟，男，1974年 1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应惟伟先生现任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应惟伟先生还兼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应惟伟先生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助教、讲师、

副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武汉大学党委

常委、总会计师（期间：2013.11-2015.11，任武汉大学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靳毅，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靳毅，男，1975 年 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国际法学硕士、国际金融硕士和工商管理硕

士。靳毅先生还兼任泰康保险集团合规负责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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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合规负责人等职务。   

周立生，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周立生，男，1973年 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周立生先生现任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周立生先生还兼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审计责任人、稽

核中心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责任人。周立生先生曾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精算企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等职务。 

薛振斌，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薛振斌，男，大学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运

营官兼运营支持中心总经理。分管运营支持中心、科技中心、产品精算部。 

薛振斌先生曾先后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核保岗、销售支援岗；泰康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险部核保主管、经理、销售支持经理、企划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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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

理总裁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副总裁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董事兼副总裁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裁等职务。 

（2）监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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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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渠，男，1973 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北美精算师 FSA，中国精算师 FCAA。刘渠先生

还兼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总精算师，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财

务负责人兼总精算师兼首席风险官。刘渠先生从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助理开始，历任

精算部高级精算助理、助理精算师、精算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总裁兼总精算

师等职务。  

吴昊，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吴昊，女，1973 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吴昊女士还兼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委托资产业务部负责人。吴昊女士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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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冲，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潘冲，男，1983 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潘冲先生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潘冲先生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曾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企划部处经理、计划财务部助理总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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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  

李艳华，女，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主持全面工作并分管泰康养老员福 BBC发展

中心、健康智能中心、战略企划部、投资管理部、办公室/董办、稽核监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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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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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董

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  

李艳华女士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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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薛振斌, 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兼运营支持中心总经

理。 

薛振斌，男，大学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运

营官兼运营支持中心总经理。分管运营支持中心、科技中心、产品精算部。 

薛振斌先生曾先后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核保岗、销售支援岗；泰康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险部核保主管、经理、销售支持经理、企划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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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

理总裁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副总裁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董事兼副总裁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裁等职务。 

薛振斌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

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刘洪波，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健康险执行官兼健康保险发展中心

总经理。  

刘洪波，男，本科学历，临床医学专业。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首席健

康险执行官兼健康保险发展中心总经理，分管健康保险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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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助理总经理兼健康保险发展中心总经理、助理总裁兼首席健康险执行

官兼健康保险发展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刘洪波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

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田军，男，硕士学历，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养老金执行官兼养员

工福利事业部总经理。分管员工福利事业部。 

田军，男，硕士学历，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养老金执行官兼养老

金发展中心总经理，分管养老金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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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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副总经理兼养老金发展中心总经理等职

务。   

田军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理

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陈兵，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兼首席风险官。 

陈兵，男，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国精算师，北美精算师。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兼首席风险官。分管计划财务部、风险管理部。 

陈兵先生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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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兼任审

计责任人、财务负责人、首席风险官等）、泰康养老副总经理兼总精算师兼临时财务负责人、副

总裁兼总精算师兼财务负责人兼首席风险官等职务。 

陈兵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理

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HU HONGYAO DEREK，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兼 IT 与互联网

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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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兼 IT 与互联网中心总经理，分管 IT 与互联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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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副

总经理兼首席架构师等。  

HU HONGYAO DEREK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

履行公司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戴海峰，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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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峰，男，大学学历，学士学位。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分管北京分公司。  

戴海峰先生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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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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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

老副总经理兼员福 BBC发展中心总经理、泰康养老副总裁兼首席员工福利执行官兼员福 BBC发展

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戴海峰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

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郭玫，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郭玫，女，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首席

人力资源官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管人力资源部。 

郭玫女士曾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研究员、人力资源部 E-HR系统主管、

总经理助理、培训管理经理、培训中心培训管理处处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泰康养老助理总经理兼首席人才官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务。  

郭玫女士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理

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丁振寰，现任助理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丁振寰，男，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数量经济学专业。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助理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丁振寰先生曾任任富士康企业集团系统开发部软件工程师、中国电信战略规划研究中心战

略顾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资产配置处负责人、中国平安人寿战略投资部

SAA团队负责人、泰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泰康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泰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中心资产配

置中心负责人、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  

丁振寰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

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杨春林，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  

杨春林，男，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会计学专业。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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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负责人，负责公司合规法律相关工作并兼任合规法律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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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业务处一级处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等职务。  

杨春林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

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文忠，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文忠，男，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工商管理专业。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负责公司治理相关工作并兼办公室/董办主任。  

文忠先生曾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北京分公司文秘主管、办公室助理主任（主持工

作）、办公室负责人、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董办主任、泰康养

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职工代表监事）、泰康养老临时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文忠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理

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赵枫，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 

赵枫，男，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  

赵枫先生曾任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沈阳火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

沈阳东宇集团审计监察部主审、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助理、稽

核部稽核经理、稽核部特派办主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稽核中心特派办主任、泰康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审计责任人等。  

赵枫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理

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李科，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兼产品精算部总经理 

李科，男，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现任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

精算师兼产品精算部总经理，负责公司精算及相关事务。 

李科先生曾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部高级精算助理、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精算部副高级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部门助理总经理、部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部门总经理等职务。 

李科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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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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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兆昆 

办公室电话： 010-59311865 

移动电话： 18310283718 

传真号码： 010-59311888 

电子信箱： jiangzk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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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0,724,462 7,471,187,950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9% 16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0,948,804,261 11,469,391,38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3% 200%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 1 2,149,351,094 4,109,792,959 

净利润 2 96,981,541 113,283,091 

净资产 7,406,065,590 7,217,109,942 

 

1.保险业务收入为当季度结果 

2.净利润为当季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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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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14,818,273 58,688,113,300 

认可负债 39,932,918,097 35,802,130,000 

实际资本 22,781,900,177 22,885,983,299 

核心一级资本 18,783,820,378 18,887,779,863 

核心二级资本 0 0 

附属一级资本 3,998,079,798 3,998,20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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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3,095,916 

 

11,416,591,913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1,840,200,785 

 

11,423,441,407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629,780,404 

 

5,308,012,556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001,213,808 

 

1,067,073,242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7,670,170,521 

 

7,471,421,286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085,175,811 

 

978,464,9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137,729,168 

 

3,021,526,560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408,410,590 

 

380,004,03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7,104,869 

 

-6,849,494 

附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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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2021 年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A 类  

2021 年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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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公司根据本年初制定的年度风险管理完善计划，从制度、流程、系统、

技术等角度，继续推进风险导向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本季度，公司根据自身管理实践完成了《公司不动产项目投资风险管理办法（试

行）》、《公司内控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办法（2021）》的修订。系统建设方

面，公司继续推进智能风控系统的建设，陆续对已完成开发的第一批指标进行测试

及确认。流程与技术方面，公司在四季度开展了偿付能力应急演练，接受了集团对

公司开展的流动性风险限额监督检查，并启动了声誉风险演练、年度操作风险与控

制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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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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2年  2022 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基本情

景  

         

8,698,006,891 

         

2,998,437,703 

         

2,721,996,070 

         

1,291,737,951 

           

8,786,598,943 

         

20,542,611,012 

2.综合流动比率 

 3个月  1 年内  1-3年  3-5年  5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  144.95% 145.15% -226.34% -86.64% 9.33% 

3.流动性覆盖率（单位：元） 

 公司整体 独立账户 

压力情景一 
447.20% 

不适用 

压力情景二 
599.6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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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10%无法收回本息，预测期内权益

类资产规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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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9 万元，预测期内员福、企业

年金、BBC 考核指标的达成率负偏差 20%，本期前一季度我司未发生重大声誉事件,4 季度自测压力情景不考虑声

誉风险对公司流动性水平的影响。 

 

综合以上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公司优质流动资产充裕，整体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结果较好。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在考虑融资的情况下，流动性情况良好。尽管如此，公司仍将积极采取措施，从以下

几个方面有 效管控流动性风险：定期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实时监控公司流动性状况；合

理配置高流动性资产； 关注资本市场，实时监控公司杠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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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报告期内公司是否被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是■  否□） 

黑龙江银保监局检查发现，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下称

“黑龙江分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原副总经理郭某某在免职后，2019年 11 月

至 2021年 5 月依然履行副总经理职责，且未向监管部门报告。 

黑龙江银保监局对黑龙江分公司做出如下处罚：对黑龙江分公司予以警告并处

罚款 1万元。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黑龙江分公司已经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制定整改措施并推进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