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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东里 8 号华彬国际大厦 1206 室 

 

（二）法定代表人 

周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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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四）股权结构和股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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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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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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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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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共有 6 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2 人。 

周正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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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周正平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袁宏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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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肖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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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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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经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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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庚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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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关于唐庚荣等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保监许可〔2015〕985 号），核准唐庚荣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自 2010 年 5 月至 2014 年底，唐庚荣同志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东

区域总监）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全面主持上海分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公司华东部区域分支机

构的经营管理协调工作。唐庚荣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2）监事基本情况 

张振昊，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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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庚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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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关于唐庚荣等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保监许可〔2015〕985 号），核准唐庚荣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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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 2010 年 5 月至 2014 年底，唐庚荣同志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东

区域总监）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全面主持上海分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公司华东部区域分支机

构的经营管理协调工作。唐庚荣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罗振华，50岁，硕士学位，根据保监会2015年10月12日公布的《关于唐庚荣等人任职资格的

批复》（保监许可〔2015〕985号），核准罗振华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自

2003年加入新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曾先后担任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办公室总经理、福建

分公司总经理等职位。罗振华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李鹏，39岁，硕士学位，根据保监会2015年10月12日公布的《关于唐庚荣等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保监许可〔2015〕985号），核准李鹏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鹏同

志自2008年7月至2015年4月担任农银人寿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并兼任财务负责人职位。李鹏

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曹京春，43岁，硕士学位，根据保监会2015年10月12日公布的《关于唐庚荣等人任职资格的

批复》（保监许可〔2015〕985号），核准曹京春同志担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曹

京春同志在2006年至2015年6月期间，在英大泰和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兼任核

保核赔部总经理。曹京春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邢海军，44岁，硕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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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包婧婧 

联系人邮箱：       baojingj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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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70,422.86 62,379,155.4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578.23% 898.0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40,770,422.86 62,379,155.4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78.23% 898.08% 

 

（二）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公司 2015年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B级。 

 

（三）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761.11 0.00 

净利润（万元） -1978.48 -1717.10 

净资产（万元） 5,664.27 7,6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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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23,930.72 251,730,649.92 

认可负债 189,628,205.22 181,535,306.74 

实际资本 49,295,725.50 70,195,343.18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49,295,725.50 70,195,3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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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5,302.64 7,816,187.7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8,525,302.64 7,816,187.7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649,540.79 499,585.99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6,534.48 -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5,766,689.14 6,554,448.38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4,748,612.46 2,475,024.18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012,091.14 1,712,870.84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653,983.09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 -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监管分类均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无。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进展情况 

七大类风险涉及的制度、机制建设工作基本形成，这其中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

风险、保险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截至 2016 年第一季度末，偿付能力管理制度、

压力测试制度、产品开发管理办法、再保险管理办法、战略风险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等不同风险类别的专项管理办法均基本拟写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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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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50,428.20 104,088,913.57 

三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1552.54 2606.60 

一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263.12 358.00 

1-3 年综合流动比率（%） 1.50 1.23 

3-5 年综合流动比率（%） 28.71 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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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5 414.07 

必测压力情景二流动性覆盖率（%） 553.82 3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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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2号：流动性风险》，通过净现金流、综合流动比率、

流动性覆盖率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现金流压力测试及其他量化和非量化信息评估保险公司的

流动性风险，本季度未发现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一、基本信息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1）董事基本情况
	（2）监事基本情况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三、实际资本
	四、最低资本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监管分类均为B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七、流动性风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