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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楼实际楼层第 48 层 01、02、03、04、05、06 号单元 

 

（二）法定代表人 

袁宏林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

除外）：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2、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四）股权结构和股东信息 

2020 年第四季度期初： 

股东名称 
股东间是否

关联 

股份 

类别 

报告期末持股比

例(%)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否 社团法人股 50 - 

北京人济九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社团法人股 25 -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 否 外资股 25 - 

合计 —— —— 100 - 

 

2020 年第四季度期末（注：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股东名称 

股东

间是

否关

联 

股份 

类别 

年度内出

资额变化

（万元） 

报告期末

出资额（万

元） 

报告期

末持股

比例
(%)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否 社团法人股 - 99,000 33 -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社团法人股 - 90,000 30 -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否 社团法人股 - 90,000 30 - 

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否 社团法人股  21,000 7  

合计 —— —— - - 100 - 

 

（五）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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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四季度期初： 

持股比例排序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50 

2 北京人济九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 25 

3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 5,000 25 

 

2020 年第四季度期末(注：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持股比例排序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000 33 

2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30 

3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000 30 

4 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000 7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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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董事会共有 4 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2 人。 

袁宏林，53 岁，硕士学位，根据保监会 2015 年 7 月 17 日公布的《关于周正平等人任职资格

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740 号），核准袁宏林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7

年 4 月 28 日，《关于袁宏林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7〕443 号）正式核准袁宏林同志担

任本公司董事长。 

比肖普，68 岁，硕士学位。根据保监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布的《关于 Christian Roland Erich 

Bisschop 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国际〔2012〕601 号），核准比肖普先生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比肖普先生自 2006 年 3 月起出任本公司总经理，2015 年 8 月起离任。自 1988 年

起历任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业务部经理、法国国家人寿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等职务。 

陈毅敏，47 岁，研究生学历，根据保监会 2015 年 7 月 17 日公布的《关于周正平等人任职资

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740 号），核准陈毅敏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毅敏同志在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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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伟，53 岁，博士学位，根据保监会 2015 年 7 月 17 日公布的《关于周正平等人任职资格

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740 号），核准陈经伟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经伟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 

（2）监事基本情况 

张振昊，47岁，硕士学位，根据保监会2016年1月4日公布的《关于邢海军、张振昊任职资格

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1333号），核准张振昊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张

振昊同志现任职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就职于中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商期货

交易所等。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邢海军，49岁，硕士学位，高级理财规划师。根据保监会2015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邢海

军、张振昊任职资格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1333号），核准邢海军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邢海军同志曾任职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海军同志无在关联方

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刘崇，44岁，博士学位，根据北京银保监局2019年5月21日公布的《关于刘崇任职资格的批复》

（京银保监复〔2019〕280号）及2019年5月22日公布的《关于刘崇任职资格的批复》（京银保监复

〔2019〕282号），核准刘崇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刘崇同

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张艳 

联系人邮箱：       zhangyan@sfl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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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2,540,443,000.27      -253,685,267.65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46,820.80%  -24,408.6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2,540,443,000.27      -253,685,267.6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46,820.80%   -24,408.67%  

（二）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D级。 

（三）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元） -2,101.03 68,530.26 

净利润（元） -15,414,153.42 -55,228,508.95 

净资产（元） 不适用 2,549,415,925.08 

 

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认可资产 2,572,759,762.94  2,888,814,201.62  

认可负债 26,879,263.96  3,141,464,385.54  

实际资本 2,545,880,498.98  -252,650,183.92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545,880,498.98  -252,650,1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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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最低资本 5,437,498.71 1,035,083.73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5,244,754.00 998,392.79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4,983.18 16,828.8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9,178.48 9,410.9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5,042,787.14 566,239.7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836,723.74 785,051.74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78,588.71 291,245.17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80,329.83 87,893.23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92,744.71 36,690.94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和 2020 年第三季度监管分类均为 D 类。 

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一是全年未开展业务经营。公司自 2016 年第四季度因偿付能力

问题暂停新业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开展新业务，无经营性保费收入。二是因公司

新业务暂停导致人员流失，存在关键岗位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三是信息系统建设不完备，其适

用性等存在一定问题。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72.65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64 分，风险管理目

标与工具 5.2 分，保险风险管理 7.55 分，市场风险管理 7.24 分，信用风险管理 5.96 分，操作

风险管理 7.48 分，战略风险管理 8.84 分，声誉风险管理 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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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获得中国银保监会许可，批准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股东，2021 年

公司将在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恢复正常运营，我们将第一时间明确战略目标，启动人员招聘、

系统改造等工作内容，严格按照监管相关要求解决现有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确保公司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稳健经营。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净现金流（元） 1,988,711,847.15 1,400,933.90 

三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107,518.96 1,935.56 

一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24,845.87 1.19 

1-3 年综合流动比率（%） 0.00 0.00 

3-5 年综合流动比率（%） 0.00 0.00 

5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0.00 0.00 

必测压力情景一流动性覆盖率（%） 29,089.79 84.14 

必测压力情景二流动性覆盖率（%） 29,163.45 84.41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 - - 

注：公司目前尚无投连险业务，因此无投连产品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指标。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2号：流动性风险》的要求测算的净现金流、综合流动

比率、流动性覆盖率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均显示公司流动性充足，预计未来一个季度，在压力

情景一下，公司流动性覆盖率为29,089.79%，预计未来一年，公司综合流动比率为24,845.87%。

公司持续推进增资及股权变更工作，已于2020年12月14日获得监管机构对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金及股

东申请的批复，从根本上化解了流动性风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