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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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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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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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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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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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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779480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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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2,500 40.00% 90.00% 50.00%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17,080 17,980 900 7.81% 8.22% 0.41%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800 2,800 0 77.78% 77.78% 0.00%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831 9,831 0 4.74%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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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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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21,419 21,419 0 2.52% 2.52% 0.00%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0 4,918 4,918 0.00% 1.26% 1.2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0 10,318 10,318 0.00%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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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岳，1961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自 2020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任职核准文号为大银保监复〔2020〕292 号。历任国家化工部生产

协调司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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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银行集团

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广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大连万达（上海）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单勇，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自 2018 年 2 月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任职核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23 号、保监许可〔2018〕20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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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黎，197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自 2018 年 6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核准文号为

银保监许可〔2018〕44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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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党群工作部经理、纪检工作部经理，兼任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连市企业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 

周晓光，1962 年出生，中欧 EMBA，自 2010 年 1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核准文号为保

监寿险〔2010〕9 号。现任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义乌市新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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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金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新光红博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天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东阳市晓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淘趣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新疆天山天池富源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张永捷，197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自 2013 年 1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核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13〕99 号。现任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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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青，1973 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自 2013 年 5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核准文

号为保监寿险〔2013〕516 号。现任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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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负责人兼办公室负责人。 

曲宏，1964 年出生，产业经济学博士，自 2020 年 4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核准文号

为大银保监复〔2020〕96 号。现任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历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行经理，国家开发银行投资

银行业务组负责人，南方证券股份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债券业务总部总经理，河北

省国际信托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国都景瑞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文奇，195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自 2018 年 7 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615 号。历任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副行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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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等职务。 

王祖温，1955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自 2017 年 8 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核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7〕906 号。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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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志宇，1962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自 2020 年 7 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大银保监复〔2020〕167 号。历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基地副总经理，航联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 

2.监事人员基本情况 

邹水平，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自 2017 年 8 月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935 号。历任中国人保新余分公司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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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宝剑，1982 年出生，大学学历，自 2016 年 10 月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核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6〕1048 号。现任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历任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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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经理。 

何大芳，1972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自 2009 年 3 月当选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核准文

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历任陕西师范大学讲师，平安

人寿人力资源部区域督导。 

王任，1972 年出生，大学学历，自 2009 年 3 月当选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核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13〕99 号。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党群工作部）总经理，历任中经开证券

大连营业部投资部经理，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组训、企划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百年人

寿总公司综合部副总经理。 

王萍，1975 年出生，大学学历，自 2009 年 3 月当选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核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13〕99 号。现任本公司运营规划部总经理，历任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理赔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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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室主任，平安人寿两核管理部核赔人员，百年人寿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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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自 2018 年 2 月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任职核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23 号、保监许可〔2018〕20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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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粤珉，197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自 2018 年 6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百年保险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50 号、保监许可〔2017〕

1360 号。历任华夏证券深圳营业部业务主管、蔚深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南方证券经纪业务管

理总部副总经理、湘财证券华南业务总部总经理、华西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金元证券

副总裁、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晓红，1962 年出生，大学学历，自 2009 年 7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核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09〕714 号。历任平安人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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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EMBA），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特聘导师，

自 2014 年 5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42 号。历任平安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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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人寿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百年人寿总公司业务发展总监。 

公冶庆元，1961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自 2016 年 4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

裁，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24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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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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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自 2009 年 11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自 2017 年 8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

1201 号、保监许可〔2017〕89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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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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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 1 月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1522 号。历任

中荷人寿精算部专员、主任、经理、部门总经理，百年人寿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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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自 2018 年 4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核

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8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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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自 2009 年 6 月担任本公司合

规负责人、法律责任人，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563、511 号，兼任首席风险官、

合规经营部总经理。历任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副主任科员，首创安泰人寿法律合规部主管，

恒安标准人寿合规与金融调查经理、内审经理，瑞泰人寿法律合规部经理。 

张立伟，197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自 2011 年 4 月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兼任审计

部总经理。历任平安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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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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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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新增董事董建岳，任职核准文号为大银保监复〔2020〕292 号；报告期内监事和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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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5,517,522.99 3,729,361,369.4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29.07% 122.2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7,313,896,063.20 6,097,312,293.7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41.89% 136.39%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C C 

保险业务收入（元） 6,736,789,965.29 7,398,503,520.01  

净利润（元） -637,060,101.74  238,442,733.48  

净资产（元） 8,494,638,455.71  7,026,245,7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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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78,208,198.60 182,686,152,566.86 

2 认可负债 172,704,588,064.65 159,831,179,324.61 

3 实际资本 24,773,620,133.95 22,854,973,242.25 

3.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2,535,241,593.74 20,487,022,317.95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2,238,378,540.21 2,367,950,924.30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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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偿付能力最低资本 17,459,724,070.75 16,757,660,948.54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7,092,240,891.92 16,404,954,428.45 

1.1 寿险保险风险 3,670,094,198.29 3,373,092,521.26 

1.2 非寿险保险风险 130,503,327.52 123,650,994.74 

1.3 市场风险 14,330,045,712.45 13,897,329,477.54 

1.4 信用风险 3,174,518,665.49 3,028,244,391.06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713,408,724.20 3,503,268,057.90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

应调整 
499,512,287.63 514,094,898.25 

2 控制风险的最低资本 367,483,178.83 352,706,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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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依据银保监会下发结果，公司在 2020 年第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C 类，在 2020 年

第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C 类。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C 类，现阶段公司偿付能力充

足率稳步提升，难以量化风险自评估整体符合预期，但公司治理相关评估不理想，公司将持

续推进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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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7,414,613.35 1,003,557,955.54 4,187,383,614.35 

 

2．综合流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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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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4% 179.04% 107.98% 61.78%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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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60% 433.57% 

流动性覆盖率（投连账户） - -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在本季度现金流测试中，公司整体净现金流在未来期间未出现小于零的情况，公司将持

续关注流动性风险管理。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季度银保监会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