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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 

股权类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出资

额 

占比 

（%） 

股东增

资 

公积金

转增及

分配股

票股利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出资

额 

占比 

（%） 

国家股         

国有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350,000 100%      350,000 100% 

外资股         

其他         

合计 350,000 100%     350,000 100% 

 

2．前十大股东（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内持股数

量或出资额

变化 

期末持股

数量或出

资额 

期末持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民营  283,500 81% 正常 

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民营  66,500 19% 正常 

合计 ——  350,000 100% -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东，两者为关联方关系。 

本季度前十大股东没有发生变化。 

3．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末无实际控制人。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变更情况 

1．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龚志洁，1969年 5月出生，1993年 6月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获得统计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2年 12 月当选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3〕132 号。龚

志洁先生同时担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龚志洁先生曾

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公司业务管理、人力资源、寿



 

2 

 

险合资公司项目负责人；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中国专家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富

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营运责任人、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等职务。 

罗桂友，1963年 4月出生，1987年 7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历史学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15年 6月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34号。罗桂友先生曾任中国平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总经理、临时经营管理委员会委员、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管理委员会委员；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张涛，1979 年 10 月出生，2001 年 6 月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业，本科学历，2008 年 1

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15 年 6 月当选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534 号。张涛先生曾任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险业务本部总经理助理、战略发展中心副总经

理、董事长办公室发展改革部总经理、企划部负责人、董事长办公室总监、战略规划中心总经理、公司

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徐文渊，1983年 11月出生，2004年 6月毕业于湖南大学，获得金融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2015

年 6月当选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34号。徐文渊先生现任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文渊先生曾任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办公室主任助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投资财务部总经理、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等职务。 

陈叔军，1968年 3月出生，2008年 11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金融财务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

学历，硕士学位。2015年 6月当选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34号。陈叔军先

生现任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执行合伙人。陈叔军先生曾任广州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广东

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2）监事基本情况 

洪国樑，1965年 6月出生，1989年 6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2019年 5月当选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批准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19〕244 号。洪国樑先生曾

任深圳联谊城市信用社副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罗湖支行副行长、行长；深圳市旗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审计责任人等职

务。 

吴邦，1985 年 10 月出生，2008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2012 年 5 月

当选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797号。吴邦先生现任北京市赛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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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1977年 10月生，2002年 7月毕业于湖南大学，获金融学（精算）专业本科学历，中国精算

师。2016年 1月当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36 号。林道先生曾任太平

洋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业务经理（核保）、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评估岗、富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处经理及部门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险管理中

心总监兼产品精算部总经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朱君平，1981年 9 月出生，2004年 7 月毕业于广东商学院统计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获经济学

学士学位，中国精算师。2016年 1 月起任职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2 号；

2018年 5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264号。朱君平先生曾任永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数据中心部门经理、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助理、富

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责任人、企划精算部负责人、市场部总监兼企划督导部总经理、公司总经

理助理等职务。 

汪洋，1970年 12 月生，1992年 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大学本科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

位。2015 年 6 月起任职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534 号；2019 年 6 月起任职

公司首席信息官。汪洋先生曾任平安保险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董事长秘书；平安人寿吉林分公司总经理助

理；平安人寿总公司核保核赔部总经理助理；合众人寿总公司企划发展部副总经理、董事长办公室总经

理；信泰人寿总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富德生命人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客户服务部总监、办公室负责人

（总监级）、行政品牌部负责人（总监级）、行政品牌部总监；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

职务。 

施华德，1964年 1 月生，1999 年 5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大专学历，硕士学位，中共

党员。2015 年 11 月起任职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087 号；2019 年 8 月起

任职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19〕444号。施华德先生曾任中国人民保险淮北

分公司审计监察科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车险部职员、平安保险总公司稽核监察

部稽查室主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平安证券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平安信

托投资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平安信托投资公司稽核监察部总经理，华安财险副

总裁、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兼），日本兴亚财险（中国）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工会主席等职务。 

李翔，1974年 8月出生，2009年 1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5年 6月

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450号；2019年 6月起担任公司审计责任人，

任职批准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19〕324号。李翔先生曾任中国太平洋人寿江西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机关党委书记（兼），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管理处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战

略治理处负责人、制度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组成员、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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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1978 年 10 月出生，2002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 年 8 月毕

业于香港大学，获普通法硕士学位。2012年 7月起任职公司法律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

734 号；2013年 11月起任职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3〕391号；2015年 5月

起任职公司首席风险官。赵志军先生曾任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法律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公司法律责

任人等职务。 

刘耀，1973 年 10 月出生，2005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学历;2015 年 12

月毕业于湖南大学 EMBA，获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5 年 12月起任职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5〕1242号。刘耀先生曾任中国人寿东西湖支公司业务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个人业务部副经理、青年路营销服务部经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分公司助理总经理、安徽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公司团险业务本部负责人、总公司董事长

办公室主任、四川分公司临时负责人、总公司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总公司团险管理部总经理、湖南分

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是□   否■） 

职务 前任人员姓名 现任人员姓名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报告期末无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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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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5,260,497.21  2,680,567,154.08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688.30% 739.69%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2,605,260,497.21  2,680,567,154.0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688.30% 739.69% 

保险业务收入（元） 645,112,136.21 578,196,672.75 

净利润（元） -81,768,908.04 9,096,256.85 

净资产（元） 3,108,013,066.89 3,150,720,238.04 

 

根据监管机构在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的公示，公司在 2019年第 3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

为 B类。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元） 6,078,353,270.39  6,184,000,531.70 

认可负债（元） 3,030,244,321.09  3,084,390,161.72 

实际资本（元） 3,048,108,949.30  3,099,610,369.98 

核心一级资本（元） 3,048,108,949.30  3,099,610,369.98  

核心二级资本（元） - - 

附属一级资本（元） -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 

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元） 442,848,452.08  419,043,215.90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424,021,880.59    401,228,663.25   

其中：保险风险（元） 270,165,358.6  240,799,999.20 

     市场风险（元）  123,978,249.34   151,207,155.87 

     信用风险（元）  186,777,997.99   160,171,752.83 

     分散效应（元）   156,899,725.35    150,950,244.65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18,826,571.50     17,814,552.65  

附加资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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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监管机构在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的公示，公司在 2019 年第 2 季度、2019 年第 3 季度

分类监管评价中，均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一）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根据保监会《关于 2017年 SARMRA评估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8〕896号），公司 2017年 SARMRA

评估得分为 71.12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22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16分，保险风险

管理 7.14 分，市场风险管理 6.12 分，信用风险管理 7.42 分，操作风险管理 7.41 分，战略风险管理

8.10分，声誉风险管理 5.69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87 分。 

（二）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最新进展  

1、逐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机制 

为健全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机制，合理运用资产负债等风险管理工具提升公司风险管理能力，在

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牵头下，公司聘请安永为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项目做咨询顾问，完成了资产

负债管理一期项目及二期项目。目前，公司从资产负债量化评估和能力评估两方面推动资产负债管理能

力建设，初步建立了资产负债管理管理体系，有效管控公司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根据监管要求，按季度

对公司期限结构匹配、成本收益匹配、现金流匹配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管理，并分析资产负债匹配指

标的变动情况，完成季度资产负债管理报告，向监管机构和公司管理层汇报。 

2、完善目标与工具，优化系统流程与功能 

公司持续关注风险管理系统运行情况，根据公司风险管理工作需求，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功

能，及时收集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会同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营运中心更新风险管理系统。

通过优化系统功能和流程，提升风险管理系统与业务、财务等系统的对接效率，并依托系统实时监测公

司风险状况，对重大风险和重要业务流程的风险进行警示。后续将密切关注“偿二代二期工程”对风险

管理系统和工具的最新要求，推动系统功能建设，为公司风险管理工作提供系统支持。 

3、更新风险偏好陈述，开展年度风险评估 

公司根据 2019年风险偏好陈述的运行情况，结合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对于公司风险承担意愿，

基于公司当前的业务战略和风险水平、风险偏好形成机制，综合评估公司风险偏好体系的运行情况，更

新公司 2020 年风险偏好陈述书，从资本管理、风险管理等、流动性方面设置容忍度，涵盖了公司从战

略层到实施层、从产品到投资等各类风险。基于风险偏好陈述书对公司业务规划和计划预算进行独立的

风险评估，确保公司业务规划和计划预算符合既定的风险偏好要求，逐步完善全面预算和风险偏好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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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工具，提升风险管理效率。 

4、续开展风险管理培训，提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 

公司在培训体系基础上，持续开展对总、分公司各级员工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培训，提升公司员工

的风险管理意识。公司已组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培训、声誉风险管理等系列培训工作，树立公司风险管

理意识，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将积极参考行业风险管理培训，了解行业风险管理发展

趋势和最新动态，将风险管理理论融入风险管理工作中，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公司风险管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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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47,474.62 -10,160,276.70 

综合流动比率 1（3 个月内） 97.98% 86.61% 

综合流动比率 2（1 年以内） 136.63% 129.78% 

综合流动比率 3（1 年以上） 1244.10% 1269.07% 

流动性覆盖率 1（压力情景 1） 640.63% 718.84% 

流动性覆盖率 2（压力情景 2） 580.41% 647.99% 

（二）流动性分析及应对措施 

因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和贷款带来的现金流增加，公司 3 个月以内的综合流动比率和 1 年以内

综合流动比率较上季度有所改善，但 3 个月以内的综合流动比率仍不足 100%，离监管指标相差

2.02 个百分点。一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同比下降 1.97%，波动不大。 

公司的投资中期限短、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较多，在出现流动性风险时，公司将通过变现投资

资产，盘活存量资产，以满足公司现金流需求，确保公司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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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有□  无■） 

（二） 公司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