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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102 号 

（二）法定代表人  

刘建军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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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 

经营区域：在保监会批准设立分公司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区域内经营。经保监会批准，

我公司已经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川、湖北、山东、广东、辽宁、陕西、深圳、湖

南、河南、重庆、江西等地区设立了分公司。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内持股

数量或出资额

变化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或出

资额（万元） 

期末持

股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140,000 50% 

信诺北美人寿保险公司 外资  140,000 50% 

     

合计 ——  280,000 100%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无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报告期内出资额

变化（万元） 

报告期末出资

额（万元） 

期末持股

比例 

招商信诺健康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1,000 1,000 100%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 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我公司董事会共有 6 位董事。 

刘建军：1965 年出生，自 2015 年 10 月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986 号；此前，自 2014 年 1 月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65 号；同时还担任招商银行副行长。刘建军先生毕

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 

石湛森（Jason Sadler）：1968 年出生，自 2012 年 9 月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此前，

自 2010 年 12 月担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0〕1663 号；同时还

担任信诺国际总裁。石湛森先生毕业于威尔士大学斯旺西校区，商学研究专业。 

周松：1972 年出生，自 2015 年 10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5〕1008 号；同时还担任招商银行总行业务总监、同业金融总部总裁。周松先

生 1993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世界经济学专业学士学位；2001 年获得武汉大学世界经

济学硕士学位，并于 2010 年修完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课程。 

刘辉：1970 年出生，自 2017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1151 号；同时还担任招商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刘辉女士 1992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贸易经济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并于 2006

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工商管理学硕士。 

匡榕榕：1961 年出生，自 2003 年 8 月公司创立伊始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国际〔2007〕64 号；同时还担任美国信诺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匡

榕榕先生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法专业，后获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

学位。 



戴柏登（David Patrick Bourdon）：1968 年出生，自 2014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董

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545 号；同时还担任信诺全球个人寿险、健康

险和意外险业务的企业财务官。戴柏登先生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企业管理和金融专

业，获得硕士学位。 

2. 监事基本情况：无 

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赖军：1972 年出生，2016 年 9 月出任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许可〔2016〕860 号。赖军先生 1994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取得法语语言文学学士

学位，并于 2012 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赖军先生于 2001 年

加入保险行业，曾先后任职于中国平安保险、招商信诺、华泰保险集团、中华联合保

险等企业。 

罗卓斌：1973 年出生,2013 年 8 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3〕241 号。罗卓斌先生 1995 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取得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于 2013年在布拉德福德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先后获得香港注册会计师资格、

英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寿险管理师资格。在加入招商信诺前，罗卓斌先生曾任职于友

邦、信诺等保险公司。 

万晓梅：1966 年出生,自 2008 年 8 月出任公司合规负责人，2013 年 12 月出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2015 年 1 月出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分别为：保监法规〔2008﹞

992 号、保监许可〔2013﹞526 号、保监许可〔2015﹞87 号。万晓梅女士毕业于华东政

法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刘凯：1976 年出生,自 2013 年 12 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4〕200 号。刘凯先生 1997 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获得工学

学士学位，并于 2013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加入招商信诺前，

刘凯先生曾任职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阳光保险集团等企业。 

谭智勇：1980 年出生，自 2016 年 1 月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银保事业部总裁，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210 号。谭智勇先生 2001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取得机

电自动化专业学士学位，并于 2004 年在上海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加入招商

信诺前，谭智勇先生曾任职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蔡廉和（CAI LIAN HE）：1972 年出生，自 2017 年 3 月出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精算

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66 号、保监许可〔2017〕127 号。蔡廉和先



生 199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蔡廉和先生 1996 年加入保险行业，

曾任职于纽约人寿、华泰人寿、中华联合保险等企业。蔡廉和先生同时兼任公司首席

精算/市场官，分管公司精算部、市场部及业务发展部，负责公司产品精算、市场营销

及公关、业务发展的管理工作。 

高卫东：1961 年出生，自 2017 年 3 月出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7〕168 号。高卫东先生 1983 毕业于广州医学院，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高卫

东先生 1996 年加入保险行业，曾任职于友邦保险、中意人寿、中华联合保险等企业。

高卫东先生同时兼任公司首席运营官，分管公司运营管理部、客户服务部、质检部，

全面负责公司运营的战略和执行，职责包括提高运营效率，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客户

体验等，通过提升运营能力及搭建统一高效的运营平台来支持公司战略的实施。 

刘迎：1970 年出生,2010 年 9 月出任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

监国际〔2010〕1121 号。刘迎女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并考取了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的资格。曾任

职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余细纯 

联系方式：0755-83196209 

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71% 278%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75,195 738,00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1% 27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75,195 738,000 

公布的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297,684 234,366 

净利润（万元） 12,838 12,561 

净资产（万元） 450,814 433,837 



三、实际资本 

项目（万元）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3,400,896 3,223,412 

认可负债 2,171,337 2,070,975 

实际资本 1,229,559 1,152,437 

核心一级资本 1,229,559 1,152,437 

核心二级资本 0 0 

附属一级资本 0 0 

附属二级资本 0 0 

附属二级资本 0 0 

四、最低资本  

项目（万元）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34,258 396,098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96,750 178,272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38,200 309,761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79,298 72,109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29,716 117,974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50,275 46,07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0,106 18,339 

附加资本 0 0 

最低资本 454,364 414,437 

五、风险综合评级  

我公司每季度通过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按时按质报送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

管）相关数据。根据保监会公布的结果，我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2017 年第二季度分类监

管风险综合评级均为 A 级。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情况 

SARMRA（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评分是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进行

梳理和改进的一种工具，我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70.74 分。其中，各模块分数分

别为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15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5.22 分，保险风险管理 8.15 分，

市场风险管理 6.56 分，信用风险管理 5.45 分，操作风险管理 8.93 分，战略风险管理 7.64 分，

声誉风险管理 6.21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43 分。 

截至 2017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高达 271%，远高于保监会规定的监管

红线（100%）。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其进展 

在 2017 年三季度，我公司根据上年度偿二代风险管理能力（SARMRA）保监现场评估

反馈进行了对应整改，并进行了 2017 年度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通过 OA 办公系统，

将公司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审批归档；系统化地梳理了公司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制度体系；组织全公司进行了 2017 年度偿付能力风险应急演练；全公司客户信息安全情况

的自查和整改工作在本季度基本完成，尤其对公司内外部可能接触客户信息的环节进行了针

对性完善和优化。 

9 月 12 日至 9 月 26 日，受中国保监会委托，河南保监局对我公司开展了 2017 年度偿

二代风险管理能力现场评估。我公司将持续进行风险管理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的整改和

完善。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净现金流（万元） -3,506.55 -111,385 

 

项目 
 预期现金流入或流出（非折现）  

 3个月内   1年内   1-3年内   3-5年内   5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  -685% -209% -145% -332% 39% 

 

项目  压力情景一 压力情景二 

流动性覆盖率 1698 % 1421% 

投资连接险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 196% 456%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我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本季度现金流入和流出基本持平。

一方面，业务现金流维持良好状态，保险业务相关的赔款、给付、退保现金流出远远小于保

费现金流入，与其他季度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另一方面，及时将持有的现金全部投出，因此

净现金流呈现一个微小的负值，并不构成任何流动性风险。 

在预测未来现金流时，假设业务现金流及现有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的 90%用于再投资，

不考虑再投资资产产生的利息、红利及到期本金。如果预计有大规模退保，则适当减少再投

资比例。预测结果显示，公司整体净现金流均为正，综合流动比率也多为负值（代表公司在

未来预期现金流入多于现金流出），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处于健康水平，流动性风险较低。 

如果未来期间出现现金流支出缺口的极端情况，我公司也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应急

措施来控制流动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变现已有金融资产或利用已有金融资产做正回



购；2）动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从银行获得短期借款；3）启动融资计划，发行资本补充债

券；4）提前积攒收到的保费，暂不做长期投资 ; 5) 联系股东安排临时流动性支持。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在本报告期内，监管机构没有对我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