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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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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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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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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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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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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54 946.51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64,663.16 68,225.0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762.54 946.5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64,663.16 68,225.05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2,682.15 6,836.16 

净利润（万元）  -3,330.80 -2,407.67 

净资产（万元）  75,407.01 76,871.6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 类 

 

三、实际资本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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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152,410.11 140,479.41 

认可负债（万元） 77,987.01 64,194.76 

实际资本（万元） 74,423.10 76,284.65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25,576.90 -23,715.35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100,000.00 100,000.00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0.00    0.00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0.00   0.00 

项目 

本季度（末）

数 

上季度（末）

数 

最低资本（万元） 9,759.94  8,059.60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9,034.05  7,460.18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163.76  1,828.8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729.54  451.16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133.10  3,826.8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4,465.63  4,213.52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3,457.98  2,860.18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0.00  0.0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725.89  599.42  

附加资本（万元）  0.00 0.00 

其中：逆周期附加资本（万元）  0.00 0.00 

D-SII 附加资本（万元） 0.00 0.00 

G-SII 附加资本（万元）  0.00 0.00 

其他附加资本（万元）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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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本社在银保监会 2018 年第一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本

社在银保监会 2018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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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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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原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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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三季度主要采用了以下风险管理改进措施： 

一是通过制度和流程继续完善风险管理整改工作，有效提升风险管理基础建设水平；二是组

织相关部门开展风险监测工作，同时召开了二季度风险管理会议，向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本社二

季度的风险管理情况；三是通过定期的会议和线上培训的形式对风险管理知识和内容进行宣导，

提升本社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四是目前已引入外部供应商对风险管理系统进行定制开发，截至

三季度末，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已基本完成基础功能模块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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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73     -11,637.80     2,941.31  90.25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5,407.63       5,407.63  0.00 0.00 

未来 2 季度    36,459.35     -31,605.30    -4,854.0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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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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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3 季度    14,732.15     -16,154.70     1,422.54  0.00 

未来 4 季度    26,098.03     -29,044.91     2,946.88  0.00 

报告日后第 2 年    81,899.87     -81,806.00       -93.87  0.00 

报告日后第 3 年   259,229.07    -285,480.10    26,251.03  0.00 

压力情

景一2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14,696.49  391.20  0.00  -14,305.30  

未来 2 季度 -9,787.36  657.80  0.00  -9,129.56  

未来 3 季度 -8,713.66  724.10  0.00  -7,989.56  

未来 4 季度 -7,147.82  4,536.90  0.00  -2,610.92  

报告日后第 2 年 -34,026.91  6,309.99  0.00 -27,716.92 

报告日后第 3 年 -47,153.01  11,309.99  0.00 -35,843.02  

压力情

景二3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5,407.63   391.20  0.00 -5016.43  

未来 2 季度 36,459.35 -31,605.30    -4,854.05  0.00  

未来 3 季度 14,732.15  -16,154.69    1,422.54  0.00  

未来 4 季度 26,098.03  -29,044.91    2,946.88  0.00  

报告日后第 2 年 81,899.87   -81,806.00   -93.87  0.00  

报告日后第 3 年 259,229.07   -285,168.95   25,9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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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流动性覆盖率 

指标名称 压力情景一 压力情景二 

流动性覆盖率（%） 383.17 560.96 

注：1、压力情景一和压力情景二与本页脚注 2 和 3 一致；2、上述流动性覆盖率是指本社整体的流动性覆盖率，

由于本社目前无投资连结产品，因此尚没有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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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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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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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5.03 191.23 -777.94 -34,267.97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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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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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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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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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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