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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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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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董事长（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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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副董事长（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总经理、首席运营官、管理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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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歆毅先生，1977年生，现任本社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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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企业融资部资深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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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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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郭树强先生，1972年生，现任本社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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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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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经理。  

（6）张峥先生，1969 年生，现任本社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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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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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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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至今担任法国再保险公司独立董事。  

（9）薛军先生，1965 年生，现任本社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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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先后担任 IBM 中国公司业务代表，美国安泰公司总经理、

启迪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至今担任清控银杏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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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

号）。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硕士。2001年至 2010 年先后担任北京

通商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 年至 2007 年担任美富律师事务所拜访律师。2010

年至今担任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1）吴溪先生，1977 年生，现任本社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78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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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本社监事长（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837号）。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工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法研究生毕业。非执业律师、高



 

6 

 

级经济师。历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华联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香港漂染印同业协会副会长，腾邦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腾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中共深圳市第五、

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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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深圳市泰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民营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市大数据产

业协会会长。  

（2）林志成先生，1968年生，现任本社监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837号）。

华南理工大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球 CEO 课程毕业。2006 年至 2011 年担任利丰亚洲华东

区高级经理。2011年至今，先后担任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中心总监、汤臣倍健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3）陈姣女士，1984 年生，现任本社职工监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8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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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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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晗女士，1971 年生，现任本社副董事长、总经理（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

[2017]1265号）、首席运营官、管理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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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徐天舒先生，1973年生，现任本社副总经理（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1265

号）、首席投资官、管理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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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赵雪瑶女士，1980 年生，现任本社首席风险官（该职务为备案制，无任职资格批准文

号）、合规负责人（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836 号）、管理执行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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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锦女士，1976年生，现任本社审计责任人（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7]124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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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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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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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洋 陈姣 

2、办公室电话： 010-53913001 010-53916706 

3、移动电话： 13718992822 18611648594 

4、电子信箱： amy.zheng@trustlife.com cherry.chen@trustlife.com 

 

 

 

 

 

 

 

 

 

 

 

 

 

 

 

 

 

 

 

 

 

 

 

 

 

mailto:amy.z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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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4 240.07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37,813.97 41,216.8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7.94 240.0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37,813.97 41,216.83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41,884.60 33,387.73 

净利润（万元）  1987.79 -1,062.77 

净资产（万元）  75,316.44 72,329.75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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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74.99 232,292.31 

认可负债（万元） 197,850.66 161,650.21 

实际资本（万元） 76,424.32 70,642.10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23,575.68 -29,3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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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10.35 29,425.27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35,738.74 27,236.79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166.04 4,874.3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870.78 2,670.5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9,665.37 21,850.58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982.97 4,425.24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7,946.42 6,5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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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61 2,1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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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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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二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监管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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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实施进展 

根据 2018年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的结果以及内部控制自评估的发现，本社 2019年

三季度主要采用了以下风险管理改进措施：  

一是为有效识别和评估各流程的操作风险，持续组织各中心、部门开展内部控制自评估改进

工作，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流程；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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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向风险

管理委员会汇报；三是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后运行稳定，实现了风险信息化管理，有效提升了

本社风险管理能力；四是利用现场和线上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风险管理相关培训，增加全员风

险管理意识，不断提升本社风险管理水平。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1、净现金流 

指标期间 净现金流（万元） 

本季度（末） 2187.16 

报告日后

第 1 年 

未来 1 季度 0.00 

未来 2 季度 0.00 

未来 3 季度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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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4 季度 0.00 

报告日后第 2 年 0.00 

报告日后第 3 年 0.00 

注：上述指标均为基础情景下的测算结果，基础情景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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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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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87 920.9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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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季度净现金流为负，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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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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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84 435.45 -956.17 -1879.57 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