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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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层（电梯楼层 60 层）0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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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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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法人股 - 99,000 33 -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90,000 30 -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90,000 30 - 

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 21,000 7 - 

合计 —— - 300,0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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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无实际控制人。 

（六）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本公司无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七） 董事、监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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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3人。 

袁宏林，1967年11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15年7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

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40号。自2017年4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长任

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443 号。袁宏林现任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西藏鸿

商资本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曾就职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霍康，1979年3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

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25号。霍康曾就职于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弘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复星集团、和谐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蒋理，1979年9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

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33号。蒋理现任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届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曾就职于国

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刘琳，1975年5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格

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27号。刘琳现任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

源官。曾就职于宁波盈嘉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力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欧阳凡，1981年7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任职资

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12号。欧阳凡现任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合

伙人。曾就职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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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厂等。 

陈毅敏，1973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自2015年7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

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40号。陈毅敏现任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上海）管理合伙人。曾就职于新加坡RODYK&DAVIDSON律师事务所、国浩律

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陈经伟，1967年11月出生，博士学位，自2015年7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

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40号。陈经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执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就职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清

华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芙浪特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海南澄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海口信托咨询公司、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股票内部交易中

心、海南省屯昌县中学。 

徐珊，1969年1月出生，博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任职

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26号。徐珊现任厦门天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

就职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农信会计师事务所。 

 

（2）监事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监事会共有3位监事，其中职工监事2人。 

张振昊，1973年6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15年12月起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任职

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333号，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振昊

现任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就职

于中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 

黄文祥，1975年7月出生，硕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监事任

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11号。黄文祥现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曾就

职于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张艳，1976年12月出生，学士学位，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监事任

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713号。张艳现任公司行政主管。曾就职于阳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邢海军，1971年9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理财规划师。根据原保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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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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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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4月任命邢

海军同志为公司临时合规负责人、公司首席风险官并向监管报备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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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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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云鹏，1977年11月出生，硕士学位，2021年1月获得高管任职资格，并依照《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于2021年7月向监管报备了小康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报告，现任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首席信息官。任云鹏同志无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任职和兼职的情况。 

黄符春，1976年12月生，硕士学位，中国精算师，2020年9月获得高管任职资格，

并依照《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于2021年10月向监

管报备了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总精算师的任职报告（小康人寿〔2021〕175号），

现任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总精算师。黄符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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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t-life.com 

联系人电话：      010-859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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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903.72% 6687.14%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2,404,588,718.56 2,505,090,723.5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03.72% 6687.1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2,404,588,718.56 2,505,090,723.57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类 B 类 

保险业务收入（元） 36,226.85 221.62 

净利润（元） -3,735,717.73 440,068.55 

净资产（元） 2,538,542,310.66 2,544,796,154.75 

 

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 2,560,061,203.28  2,562,554,258.85 

认可负债 22,159,644.95 19,433,537.66 

实际资本  2,537,901,558.33   2,543,120,721.19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537,901,558.33 2,543,120,7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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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上季度(末) 

最低资本 133,312,839.77 38,029,997.62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28,587,258.04 36,681,936.46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9,579.96 10,959.7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4,365.55 9,280.35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27,187,266.44 35,053,945.63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5,374,886.09 5,287,400.9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958,322.39 3,618,287.7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80,517.61 61,362.43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725,581.73 1,348,061.16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2021 年第 1 季度和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均为 B 类，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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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3 季度，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各项风险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

风险管理能力：一是公司各部门各条线继续全面修订和完善规章制度，明确规范各项重要流

程的风险管理和内控要求；二是三季度末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新一届监事会顺利召开。新一

届董事会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审计责任人的议案。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偿付

能力风险管理政策和七大类风险管理规定，并确定公司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三是为提升风险

管理信息化水平，公司立项大风控系统，正在筹备标书过程中，计划未来通过将风险管理流

程固化到系统中，全面加强各类风险数据和流程管控；四是全员发布内部风险管理期刊，培

育公司风险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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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288,856.06 -500,959,154.29 

三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25,942.74 43,320.65 

必测压力情景一流动性覆盖率（%） 10,419.75 30,113.97 

必测压力情景二流动性覆盖率（%） 1,932.71 30,216.77 

注：本季度净现金流为-463,288,856.06 元，主要为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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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基本情形下净现金流为2,874.29万元，在压力情景一下流动性覆盖

率为10,419.75%，在压力情景二下流动性覆盖率为1,932.71%；预计未来一年，公司综

合流动比率为 15,634.62%。截至 2021年 9月末，公司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余额

132,873.70万元，流动性资产充足，能充分满足业务给付需要，未见明显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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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