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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名称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 

（二）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三号院 2 号楼 2 层 S-223 

（三）法定代表人 

杨帆 

（四）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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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营区域 

在北京市和信美初始运营资金提供人的员工及其亲属范围内开展业务。 

（五）初始运营资金提供人出资情况及初始运营资金提供人 

 

初始运营资金提供人名称 

初始运营资

金提供人的

单位属性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34,500 34.50%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  24,000 24.00% 

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  民营  10,000 10.00% 

成都佳辰投资管理有公司  外资  9,000 9.00%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5,000 5.00%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5,000 5.00%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5,000 5.00% 

北京远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民营  5,000 5.00% 

北京创联中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外资  2,500 2.50% 

合计 —— 100,000 100.00% 



 

4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本社初始运营资金提供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

份，并和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同为本社发起

人，其关联关系已在本社发起文件和申请文件中向

本社会员代表大会以及监管机构进行报告和披露。 

（六）实际控制人 

本社无实际控制人。 

（七）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无 

（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1）杨帆先生，1970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长、管理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中

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和保险学硕士，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保险风险管理学硕士，英国

皇家保险学会会员，英国特许保险人。1992 年至 2015 年先后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中国

保监会办公厅任职，曾任中国保险（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香港中国保险集

团公司董办总经理兼总办总经理，民安中国董事，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2）胡晗女士，1971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副董事长、管理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首

席运营官、总经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和金融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1993 年

至 2015 年先后担任中国光大集团预算委员会秘书，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香港华

鹰资产管理公司董事，上海林耐实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管理合伙人，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3）韩歆毅先生，1977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

2001 年至 2014 年先后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阿里巴巴集团企业资

深总监。2014 年至今担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4）尹铭先生，1970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2007 年至 2015 年先后担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2015 年至今担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5）郭树强先生，1972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中

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货币银行学硕士。1998 年至 2011 年先后担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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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基金经理、研究总监、机构投资总监、管委会委员、总经理助理。2011 年至今担任天弘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6）张峥先生，1969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1991 年至 2012 年先后担任建行北京信托托管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总经理，涌金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监事

长。2012 年至今担任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7）刘江威先生，1975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西南财经大学财政学学士和会

计学硕士。2006 至 2011 年先后担任龙湖集团投资总监，协信集团 CFO、董事。2011 年至今担任

佳辰资本有限公司 CEO，兼任成都佳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8）王真女士，1956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独立董事。北京师范大学英美语言和文

学学士，英国皇家保险学会会员，英国注册保险师，高级经济师。1996 年至 2016 年先后担任中

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国际部总经理、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慕尼黑再保险

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大中华区事务理事会理事。2014 年至今担任中银保险

公司独立董事。 

    （9）薛军先生，1965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

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和管理工程硕士，美国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工业及系统工程硕士。1991 年

至 1999 年先后担任 IBM 中国公司业务代表，美国安泰公司总经理。2002 年至今担任启迪创业

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连续六届担任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秘书长，并担任世

纪瑞尔、佳讯飞鸿等多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董事。 

    （10）王毅先生，1979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独立董事。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士。

2003 年至 2007 年先后担任君合律师事务所、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律师。2007 年至今担任君合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 

    （11）吴溪先生，1977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独立董事。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

2002年至2006年任职于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6年至今任职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现担任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监事基本情况 

（1）孙志平先生,1965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监事会主席。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工程学

学士，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法硕士。非执业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共深圳市第五、六次代表大

会代表。现任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民营企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深圳市青年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深圳市大数

据产业协会会长。 

    （2）林志成先生，1968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监事。华南理工大学学士。2006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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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在利丰亚洲任华东区高级经理。2011 年至 2015 年历任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中

心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4 年至今任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至今任汤臣

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桃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佰泽执行事务合伙人，诚承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 

（3）陈姣女士，1984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职工监事。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

2008 年至 2015 年先后担任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战略客户部产品经理，泰康养

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客户部产品经理。现任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杨帆先生，1970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董事长、管理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中

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和保险学硕士，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保险风险管理学硕士，英国

皇家保险学会会员，英国特许保险人。1992 年至 2015 年先后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中国

保监会办公厅任职，曾任中国保险（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香港中国保险集

团公司董办总经理兼总办总经理，民安中国董事，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

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2）胡晗女士，1971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副董事长、管理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首

席运营官、总经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和金融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1993 年

至 2015 年先后在中国光大集团担任预算委员会秘书，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担任总经理，

香港华鹰资产管理公司担任董事，上海林耐实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担任管理合伙人，浙江中

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3）徐天舒先生，1973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管理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投资官、

副总经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历任中信证券基金管理部经理，澳洲 Whenners 私募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海康人寿保险公

司投资总监，兴业全球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4）赵雪瑶女士，1980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管理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风险官、

合规负责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历任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高级产品经理，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战略客户部负责人，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客户

部总经理。 

（5）曾卓先生，1975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管理执行委员会委员、总精算师、副总

经理。湖南大学精算学学士，中国精算师，北美准精算师。曾任职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健康保险部，历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保险部助理总经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副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福利计划事业部助理总经理，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中心副总经理兼产品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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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捷先生，1976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管理执行委员会代理委员、董事会秘书。

财政科学研究所会计学硕士、博士。历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统计信息处经理、财务会计

部助理总经理。 

（7）李锦女士，1976 年生，自 2017 年开始担任本社审计责任人。河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

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历任集贤地产财务负责人，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

管理室负责人。 

  

 

（九）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报告联系人姓名： 李晓宇 陈姣 

2、办公室电话： 010-53913001 010-53916706 

3、移动电话： 15201177545 18611648594 

4、电子信箱： rita.li@trustlife.com cherry.chen@trustlife.com 

 

 

 

 

 

 

 

 

 

 

 

 

 

 

 

 

 

 

 

mailto:rita.li@trustlife.com
mailto:cherry.chen@trust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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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294.39 1,504.08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3,532.96 76,232.9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94.39 1,504.0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3,532.96 76,232.90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7,444.61 11,455.45 

净利润（万元）  -2,710.83 -6,798.32 

净资产（万元）  79,225.26 80,970.92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 类 

注：上季度（末）数据是来自审计后的数据。 

 

三、实际资本 

注：1、上季度（末）数据是来自审计后的数据；2、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实际资本与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之

间可能存在略微差异。 

四、最低资本 

注：上季度（末）数据是来自审计后的数据。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136,045.19 130,430.45 

认可负债（万元） 56,355.73 48,768.17 

实际资本（万元） 79,689.46 81,662.27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20,310.54 -18,337.73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100,000.00 100,000.00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万元） 6,156.51 5,429.37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698.62 5,025.57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653.20 1,423.24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56.59 295.92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571.82 434.75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186.78 4,333.94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2,169.78 1,462.28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57.89 403.80 

附加资本（万元）  - - 

其中：逆周期附加资本（万元）  - - 

D-SII 附加资本（万元） - - 

G-SII 附加资本（万元）  - - 

其他附加资本（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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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本社在保监会 2017 年第 3 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本社

在保监会 2017 年第 4 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保监会最近一次对本社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得分 

2017 年 10 月份，保监会委托福建保监局对本社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进行了现场评估。经

评估，本社 2017 年 SARMRA 得分为 63.93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76 分，风险管理

目标与工具 4.72 分，保险风险管理 7.20 分，市场风险管理 5.86 分，信用风险管理 4.14 分，操作

风险管理 7.16 分，战略风险管理 7.62 分，声誉风险管理 6.4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00 分。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实施进展 

根据 2017 年保监会 SARMRA 评估组驻场评估期间对本社风险管理提出的改进建议，以及《福

建保监局关于 2017 年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情况的函》（闽保监函〔2018〕19 号）的要求，

本社一季度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整改，具体改进措施如下： 

一是完善了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根据风险管理整改方案，一季度修订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

政策、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八个风

险管理一级制度，并将修订方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进行下发；结合本社实际情况，

优化了风险管理工作流程和监测报告机制等。 

二是制度执行有效性落地方面：一是风险偏好体系建设方面：进一步完善风险偏好体系，制

定了 2018 年风险偏好陈述书，同时根据本社实际，增加了操作合规和声誉方面的维度，努力确保

风险偏好体系与本社实际经营情况相融合；二是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根据已制定的风险

管理信息系统需求说明书，着手推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开发项目的开展，努力提升本社风险管理

的信息化水平；三是风险监测方面：严格按照制度中明确的监测指标、监测频率和报告路径要求，

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风险监测报告的报送和收集工作，同时向管理层汇报。 

三是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评估工作，结合监管要求和本社实际，一季度稽核

审计部对本社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开展了内部审计工作，同时编制了内部审计工

作报告和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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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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 指标期间 
 业务现金流  

（万元） 

 资产现金流  

（万元） 

筹资现金流  

（万元） 

净现金流

（万元） 

基本 

情景1 

本季度（末） 1,914.27 -2,502.24 650.88 62.91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5,164.73 -5,057.98 -106.75 0.00 

未来 2 季度 17,856.99 -17,750.24 -106.75 0.00 

未来 3 季度 5,824.67 -5,717.92 -106.75 0.00 

未来 4 季度 36,519.50 -40,087.54 3,568.03 0.00 

报告日后第 2 年 84,969.33 -93,897.32 8,927.99 0.00 

报告日后第 3 年 260,757.45 -288,888.89 28,131.44 0.00 

压力情

景一2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6,136.13 656.65 -106.75 -5,586.23 

未来 2 季度 -3,919.91 4,050.05 -106.75 23.39 

未来 3 季度 -5,807.36 185.75 -106.75 -5,728.37 

未来 4 季度 -9,520.90 590.35 -106.75 -9,037.31 

报告日后第 2 年 -30,891.31 5,482.78 -427.01 -25,835.53 

报告日后第 3 年 -46,046.06 7,482.78 -427.01 -38,990.28 

压力情

景二3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5,164.73 -5,057.98 -106.75 0.00 

未来 2 季度 17,856.99 -17,750.24 -106.75 0.00 

未来 3 季度 5,824.67 -5,717.92 -106.75 0.00 

未来 4 季度 36,519.50 -40,087.24 3,567.74 0.00 

报告日后第 2 年 84,969.33 -93,847.30 8,877.96 0.00 

报告日后第 3 年 260,757.45 -288,581.57 27,824.12 0.00 

注：1、净现金流=业务现金流+资产现金流+筹资现金流；2、由于四舍五入原因，上述净现金流与业务、资

产、筹资现金流之和可能存在略微差异。 

2、综合流动比率 

注：由于本社刚成立业务现金流不稳定，因此各预测期间数据有较大波动。 

3、流动性覆盖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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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压力情景一：签单保费较基本情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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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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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名称  3 个月 1 年内 1-3 年内 3-5 年内 5 年以上 

综合流动性比率（%） 185.19 221.80 -571.02 -20,431.27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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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压力情景一 压力情景二 

流动性覆盖率（%） 754.32 1,075.57 

注：压力情景一和压力情景二与本页脚注 2 和 3 一致。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虽然在压力情景下，预计未来部分季度净现金流为负，但预期未来业务有一定增长，并且优

质资产覆盖率较高，可变现资产可以弥补在某些特定情景的现金流缺口，因此认为目前阶段现金

流风险不大。   

未来本社仍将通过下列方式加强现金流风险管理：   

一是优先配置流动性较好、安全性较高的资产； 

二是加强费用控制和管理；  

三是密切监测偿付能力状况，以保证本社偿付能力充足率满足保监会的要求； 

四是加强对现金流的监控，对于出现退保异常等情况及时加强管理和改进；   

五是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及时反馈面临的风险和改进意见。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1、报告期内本社是否被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是□ 否■） 

2、本社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