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EON LIFE INSURANCE CO., LTD.  

2018 年第 3 季度



 

2 

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1、22、23F。 

（二）法定代表人 

何勇生。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的再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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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辽宁省、河北省、安徽省、北京市、河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四

川省、陕西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江西省、浙江省、山西省、广东省、重庆

市。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 

股权类别 
期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国有股 900,000,000 11.55% 

社团法人股 6,894,800,000 88.45% 

外资股 -    - 

自然人股 -    - 

总计 7,794,800,000 100.00% 

2．股东 

序号 公司股东 类别 持股数量(万股) 

1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90000 

2 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股 80000 

3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00 

4 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00 

5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00 

6 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00 

7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00 

8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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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20000 

10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社团法人股 20000 

11 大连汇盛投资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20000 

12 大连乾豪坤实置业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20000 

13 大连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4280 

14 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3200 

1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10000 

16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0000 

17 霖浩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2000 

 合计  779480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或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0 2,000 0 40.00% 40.00% 0.00%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17,080 17,080 0 7.81% 7.81% 0.00%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200 1,200 0 33.33% 33.33% 0.00%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00 8,000 0 80.00% 80.00% 0.00% 

网金控股（大连）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0 100.00% 100.00% 0.00% 

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9,596 9,596 0 23.84% 23.84% 0.00% 

上海七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 26,530 26,530 0.00% 99.64% 99.64% 

（七）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人员基本情况 

何勇生，男，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

490 号。何勇生先生历任中国人保江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保监会合肥特派员办事处（后更

名为安徽保监局）主任（局长）、党委书记,中国保监会大连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保

监会辽宁省监管局巡视员兼大连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 

董建岳，男，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大连万达（上海）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2017 年 2 月当选公司非执行董事。董建岳先生历任国家化工部生产综合司设备动力

处副处长、生产协调司设备能源处处长、生产协调司副司长，无锡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中

国银行总行信贷业务部副总经理、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资产保全部总经理，期间曾兼任中

国银行总行资产处置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风险控制

委员会委员、中港（开曼）公司董事长、中银集团投资公司董事；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行长、

党委书记，中国银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广发

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吴晓黎，女，研究生学历，现任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职工监事，

自 2018 年 6 月起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43 号。吴晓黎女

士历任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业务一部经理、发展研究部经理，兼任大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连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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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光，女，高级经济师，现任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2010 年 1 月起任公

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0〕9 号。周晓光女士于 1995 年创办浙江新光

饰品有限公司，2003 年 8 月浙江新光饰品公司升格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女士先

后获得过中国经营大师、中国优秀女企业家、浙江省经营管理大师、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指

导大师、浙江省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2004 年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2005 十大风云

浙商之一、2007 全国十佳巾帼建功标兵、2007 浙商创新大奖、2007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家、2007 义乌十大慈善家、浙江改革开放 30 年功勋企

业家、2010“卓越华商民企新锐”、2010 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1998 年

起先后当选义乌市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金华市第四届人大代表；2003 年当选第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2008 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永捷，男，研究生学历，现任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13 年 1 月起任公司非

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张永捷先生曾任职于珠江信托投资公司，

美国 CSUF 新兴金融市场研究中心，香港第一上海投资管理公司，加拿大皇家银行金融集团，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兼任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庄河汇通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叶青，女，大学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自

2013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516 号。叶青女士历任江西

省冶金厅所属单位财务人员，山东省青岛恒基置业有限公司任财务负责人兼办公室负责人，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董峻伟，男，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美国金融学学位，现任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6 年 1 月当选公司非执行董事。董峻伟先生曾就职于摩根斯坦利，历任大连建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封炜，男，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1 月当选公司非执行董事。封炜先生曾在江西抚州市财政局工作，历任副科长、科长、江

西抚州市财政局副局长、江西抚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2015 年 8 月起任中国华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纪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

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研究生导师，2016 年 9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6〕872 号。刘纪鹏先生曾担任中航资本，中金黄金，中核钛白等公司独立

董事。 

薛云奎，男，西南大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博士后，现任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

授，2017 年 10 月当选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267 号。薛云奎先

生曾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长江商学院副院

长，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丁文奇，男，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2016 年 1 月份当选公司独立董事。丁文奇先

生曾担任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党组成员、副行长，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助理，大连证券交

易中心党组书记、总经理，中国证监会大连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

党委书记、局长，大连商品交易所顾问等。 

王祖温，男，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2017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7〕906 号。王祖温先生曾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助教、讲师、教授、博士生

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大连海事大学校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3 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单勇，男，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

23 号、保监许可〔2018〕201 号。单勇先生历任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民生人

寿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福建分公司总经理、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安邦人寿副总裁，具有丰

富的保险从业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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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人员基本情况 

邹水平，男，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2017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935 号。邹水平先生历任中国人寿江西新余市分公司总经理，平安

人寿甘肃分公司和陕西分公司总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信诚人寿浙

江省分公司总经理，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裁。 

张惠芳，女，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现任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2016 年 12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341 号。张惠芳女士拥有多年并购投

融资业务经验，包括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境内企业跨境收购以及与并购相关的投融资交易等，

曾就职于中信证券投行委，从事并购重组财务顾问，曾在律师事务所专业从事公司并购、上

市等法律事务服务工作。 

谢曼，女，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现任洪城集团董事

会秘书，2016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726 号。谢曼女士

历任民生银行广州地产金融事业部客户经理，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投资部经

理。 

贾文新，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现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用友幸

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 1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

99 号。贾文新先生历任北京海淀华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

代表、杭州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裁、投资经营管理部总经理、企业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兼

任随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云捷讯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胡宝剑，男，大学学历，现任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6 年

10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048 号。胡宝剑先生历任苏宁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专员、投资规划部部长，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投资管理部经理，兼任南京乌江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何大芳，女，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09 年 3 月当选职

工监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何大芳历任陕西师范大学讲师，中国

平安人寿区域人力资源部经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王任，男，大学学历，现任公司党群工作部总经理，2009 年 3 月当选职工监事至今，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王任历任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营销企划、组训、秘书、

企划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公司综合部副总经理、党群工作部总经理。 

王萍，女，大学学历，现任公司核保核赔部总经理，2009 年 3 月当选职工监事至今，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王萍历任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理赔部核赔室主任，平

安人寿总公司两核管理部核赔人员，公司运营部核保核赔室经理、运营部副总经理、核保核

赔部总经理。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单勇，男，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

23 号、保监许可〔2018〕201 号。单勇先生历任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民生人

寿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福建分公司总经理、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安邦人寿副总裁，具有丰

富的保险从业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 

庄粤珉，男，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兼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50 号、保监许可〔2017〕 1360 号。庄粤珉先生历任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营业部业务主管、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南方证

券有限公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南业务总部总经理、华西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民生通惠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晓红，女，大学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7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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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红女士历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铜陵中支、淮南中支、合肥本部

经理，分公司健康险部副经理，个险营销部经理助理，平安人寿营销部北区总督导长助理、

企划分析室主任，平安人寿中西区事业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平安人寿山西分公

司总经理。  

白云飞，男，工商管理硕士（EMBA），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特聘导师，现任公司

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42 号。白云飞先生从保险代理人做起，历任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讲师、组训、区经理、郊县负责人、中支负责人、

分公司营销部经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公司业务发展总监。 

公冶庆元，男，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6〕247 号。公冶庆元先生历任太平洋保险抚顺分公司人身险部、营销部经理，平安

人寿沈阳分公司营业区经理、抚顺办事处地区经理，太平洋人寿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中美

联泰大都会人寿助理总裁、辽宁分公司总经理，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金盛）北方区

总经理，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顾问行销渠道副总裁兼大连分公司总经理。 

荣红，女，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1201 号、保监许可〔2017〕890 号。荣红女士历任大连市地方金融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金融管理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大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现

为大连市金融发展局）银行与保险处副处长、处长，小额贷款与融资担保监管处处长。 

章晖，男，研究生学历，拥有北美精算师（FSA）资格，是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现任

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1522 号。章晖先生历任中荷人寿精算部专

员、主任、经理、部门总经理职务，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副总精算师兼产品精算部总经

理。 

李富华，男，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

86 号。李富华先生历任平安保险济南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平安人寿总公司财务部室主任，平

安保险集团财务部室主任，泰康人寿总公司财务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百年人寿总公司

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监。 

李治非，男，研究生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现任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法

律责任人，合规经营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563、

511 号。李治非先生历任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任副主任科员，首创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

法律合规部主管，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合规与金融调查经理、内审经理，瑞泰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任法律合规部经理。 

张立伟，男，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审计责任人，审计部总经理。张立伟先生历任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企划负责人，平安集团改革发展中

心麦肯锡项目成员，平安集团稽核部项目主管，平安寿险龙腾管理部人管室负责人，首创安

泰人寿财务部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投资后台负责人，天平汽车保险企划部负责人，国华

人寿财务负责人。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报告联系人姓名： 谷雨婷 

电话：               0411-39828126 

电子邮件： guyuting@aeonlife.com.cn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740,853,362.90 -646,811,4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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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91.19% 91.5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316,794,208.70 110,836,088.0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03.77% 101.45%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保险业务收入（元） 6,870,935,040.00  11,473,638,132.59  

净利润（元） 106,029,167.59  259,225,417.23  

净资产（元） 4,229,880,336.18  5,101,196,391.30  

 

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认可资产 94,622,986,179.73 88,371,302,814.63 

2 认可负债 85,900,211,322.48 80,617,990,812.14 

3 实际资本 8,722,774,857.25 7,753,312,002.49 

3.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7,665,127,285.65 6,995,664,430.89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1,057,647,571.60 757,647,571.60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8,229,055,945.72 7,481,621,061.65 

1.1 寿险保险风险 1,619,059,894.34 1,552,070,183.48 

1.2 非寿险保险风险 72,497,484.85 58,570,968.05 

1.3 市场风险 6,596,215,933.09 5,987,978,987.82 

1.4 信用风险 2,633,254,827.92 2,358,498,376.42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2,307,861,157.03 2,106,543,695.19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调整 384,111,037.45 368,953,758.93 

2 控制风险的最低资本 176,924,702.83 160,854,852.79 

3 附加资本 - - 

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3.2 D-SII附加资本 - - 

3.3 G-SII附加资本 - - 

3.4 其他附加资本 - - 

4 偿付能力最低资本 8,405,980,648.55 7,642,475,914.44 

 

五、风险综合评级 

依据保监会下发结果，公司在 2018 年第 1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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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根据《关于 2017 年 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8]835 号）的评估结果公

布，百年人寿 2017 年 SARMRA 得分为 75.70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58 分，风险

管理目标与工具 6.52 分，保险风险管理 7.67 分，市场风险管理 7.27 分，信用风险管理 7.50

分，操作风险管理 7.44 分，战略风险管理 7.84 分，声誉风险管理 7.39 分，流动性风险管

理 7.50 分。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1．净现金流 

指标名称 本季度 报告日后 1 季度 报告日后 1 年 

净现金流（元） -1,837,076,401.04 3,544,080,008.33 25,502,508,221.29 

2．综合流动比率 

指标名称 3 个月内 1 年内 1-3 年 3-5 年 5 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 50.69% 43.86% 327.15% 52.57% 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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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 1960.11% 2122.59% 

流动性覆盖率（投连账户） - -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流动性风险可控，将持续关注流动性风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季度保监会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