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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CCB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2018 年第 4 季度 



 

公司简介和报告联系人 

 

公司名称（中文）：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CCB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段超良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99 号建行大厦

29-3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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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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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区域： 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

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河北省、福建省、

重庆市、陕西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

黑龙江省、吉林省行政辖区 

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9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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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万股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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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08 75.25%    338,308 338,308 75.25% 

社会法人股 21,805 4.85%    21,805 21,805 4.85% 

外资股 89,466 19.90%    89,466 89,466 19.90% 

其他         

合计 449,579 100%    449,579 449,579 100% 

2．实际控制人 

 

51.00% 

19.90% 

14.27% 

5.08% 

4.90% 
4.85% 

股权结构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旭投资有限公司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报告期内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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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共有 9 位董事 

段超良先生：1960 年出生。自 2018 年 9 月起,段超良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段超良先生

具有 35 年的银行工作经历和经验，自 1983 年进入建设银行工作以来，历任建行安徽省分行筹

资处处长、安庆市分行行长、安徽省分行副行长、江西省分行行长、总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上

海市分行行长。段超良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谢瑞平先生：1964 年出生。自 2015 年 12 月起，谢瑞平先生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2015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党委书记、临时负责人。2016 年 9 月 1 日起，担任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谢瑞平先生具有 30 年的银行工作经历和经验，自 1989 年进入建设银行工作以来，

谢瑞平先生历任建行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股权与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

谢瑞平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  

刘涛女士：1964 年出生。自 2011 年 6 月起，刘涛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刘涛女士目

前任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副总经理。刘涛女士自 1987 年进入银行系统工作以来，先

后在建设银行总行计划部、筹资部、个人部从事储蓄、证券、综合、市场营销、银行卡管理等业

务。刘涛女士拥有高级技术职称，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靳晓飞女士：1959 年出生。自 2017 年 8 月起，靳晓飞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靳晓飞

女士自 1982 年进入银行系统工作以来，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办公室、综合计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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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业务部、营业部、总行审计部海外与本级审计处、系统管理处、河北总审计室、总行审计部

工作，历任副科长、主任科员、部门副总经理、支行行长、高级经理、总审计师兼主任、副总经

理等职务。靳晓飞女士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郭瑜玲女士：1957 年出生。自 2011 年 6 月起，郭瑜玲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郭瑜玲

女士目前任中华开发金控执行副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副董事长、凯基银行副

董事长。郭瑜玲女士自 1980 年起从事保险工作，曾担任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助理首席投资执行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总经理。郭瑜玲女

士拥有研究生学历，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硕士学位。 

穆国新先生：1966 年 12 月出生。自 2016 年 4 月起，穆国新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1989

年 7 月至 2001 年 8 月在财政部会计司工作，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2001

年 8 月进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工作，历任财务会计部会计处副处长、基金财务部会计处

处长、基金财务部副主任，2016 年 3 月至今任基金财务部主任。穆国新先生拥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郑云瑞先生：1965 年出生。自 2015 年 6 月起，郑云瑞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华东

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法学教授。郑云瑞先生自 1983 年起先后曾在江西省上饶县教育局、海南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任职。2001 年 8 月

进入华东政法大学任教至今，其中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挂职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挂职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郑云

瑞先生长期以来从事合同法、保险法、民法总论、物权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领域的教学、审判

和科研工作，学术著作颇丰，是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和深圳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郑云瑞先生 1993 年 7 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8 年 7 月获得北



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陈德仁先生：1954 年出生。自 2017 年 11 月起，陈德仁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陈德仁先

生拥有超过 30 年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方面的国际工作经验。现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及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职于美国美商银行、美国富国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

以及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集团，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私人保险经纪公司总裁、加拿大永明人寿保

险集团中国总经理、首任中国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及中国浙商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陈德仁先生 1979 年获得美国田纳西大学银行专业学士学位、

1981 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2 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修

高级行政管理课程。 

王绪瑾先生：1956 年出生。自 2017 年 11 月起，王绪瑾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王绪瑾先

生具备多年保险工作经验，1983 年 7 月起进入北京工商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保险学会副会长、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减

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高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顾问，被评为 2016 年度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市场价值排行榜 89 位。曾任北京工商大学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系创始主任、教育部高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王绪瑾先生拥有大学本科学

历。 

（2）监事基本情况 

公司监事会共有 3 位监事。 

刘英女士：1959 年出生，自 2017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长。刘英女士 1979 年 8 月进入中

央办公厅机关工作，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助理巡视员（副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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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6 月起调入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先后任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副厅级）、人力资源部

（党委组织部）副总经理（副部长）（副厅级），2015 年 8 月至今任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副

总经理（副部长）兼任教育培训部（二级部）总经理（总行部门总经理级）。刘英女士拥有研究

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 

郝希文先生：1963 年出生，现任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培训发展部）总经理。

自 2015 年 5 月起，郝希文先生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郝希文先生 1984 年参加工作，曾先后在安

庆地委党校、中国建设银行安庆分行工作。1999 年后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曾任中

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级）、中国建设银行宿州市分

行副行长（挂职）等职务。郝希文先生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理学学士学位。 

孙琦先生：1970 年出生。现任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监察部总经理。自 2015 年 5 月起，孙

琦先生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孙琦先生自 1995 年从事保险工作以来，曾任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综合业务部总经理，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

经理（总经理级）等职务。孙琦先生拥有研究生学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蔡松青先生：1961 年出生。自 2011 年 9 月起，蔡松青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蔡松青先生

自 1994 年进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工作以来，历任寿险行政部、团体险行政部、

业务管理部副经理、经理，产品发展部、精算部、业务行政部门经理、协理、副总经理，公司董

事、资深副总及签证精算师。蔡松青先生拥有硕士学历。蔡松青先生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

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刘军丰先生：1971 年出生。自 2011 年 9 月起，刘军丰先生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14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自 1993 年进入建设银行工作以来，曾先后在筹资储蓄部、零售业务

部、个人银行业务部、个人金融部、个人存款与投资部担任管理工作。刘军丰先生拥有高级经济

师职称，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刘军丰先生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

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何六艺先生：1967 年出生。自 2017 年 1 月起，何六艺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本公司

首席审计官。自 2017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首席风险官，兼任合规负责人。在加入本

公司以前，何六艺先生曾先后担任中国保监会银川特派员办事处综合管理处干部、主任科员，中

国保监会宁夏监管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宣传群工处副处长、纪检监察

处副处长），中国保监会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群工部）副处级干部，

中国保监会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宣传部宣传处、文明办工作处）副处长、处长，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办公厅正处级秘书等职务。何六艺先生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职责相适

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孙明新先生：1973 年出生。自 2017 年 3 月起，孙明新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自 2000 年进

入建设银行工作以来，曾先后在公共关系与企业文化部、行长办公室战略协助项目办公室、股权

投资与战略合作部、股权与投资管理部担任管理工作，并挂职云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14

年 3 月起交流任职，先后担任建行苏州吴中支行副行长、城中支行行长、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及

总行部门副总经理。孙明新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孙明新先

生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杜超民先生：1967 年出生。自 2017 年 10 月起，杜超民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首席产

品官。自 1993 年进入建设银行工作以来，曾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信用卡部主任、筹

资部副主任、银行卡中心主任，中国建行银行洛阳市关林支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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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业务部客户经理，中国建行银行河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个

人银行事业部）副行长（兼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自 2013 年 5

月起，先后担任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筹备组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兼任郑州基

地项目建设办公室主任。自 2017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销售总监兼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杜超民

先生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蔡洁珉女士：1967 年出生。自 2017 年 11 月起，蔡洁珉女士担任本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蔡洁珉女士具有近 30 年银行工作经历和经验，自 1988 年进入建设银行工作以来，蔡洁珉女士历

任建行上海市分行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内控合规部）总经

理、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和人力资源部（离退休人员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蔡洁珉女士拥有高级

经济师职称，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蔡洁珉同志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

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曾旭先生：1974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北美精算师、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

中国精算师协会会员。自 2014 年 7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曾旭先生 2000 年 7 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职于美国恒康保险公司上海代表处、恒康天安人寿、招商信诺人寿。2007 年 12 月进入我

公司工作，先后任总公司精算部总经理助理、产品市场部总经理助理、产品市场部副总经理、精

算部副总经理。曾旭先生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

恪守诚信，审慎勤勉。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1.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是■  否□）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认缴注册资本

额（元）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比

例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240,300,000 80.10% 80.10% --- 

建信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子公司 902,000,000 90.20% 90.20% --- 

建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80,000,000 100% 100% --- 

苏州工业园区润家住房租赁

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800,000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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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一）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246,496 355,020 

净利润（万元） 13,943 10,056 

净资产（万元） 1,021,762 1,064,559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64,807  292,42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614,152  641,74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27 13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63 168 

（二）最近一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本公司在最近一次（2018 年第 3 季度）银保监会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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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3,176,493  13,010,844 

认可负债（万元）  11,590,331  11,422,595 

实际资本（万元）  1,586,162  1,588,249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891,522  896,711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345,295  342,216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349,345  349,322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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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万元）  972,010  946,503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974,886 949,304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40,561  137,69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723,627  689,19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463,144  477,635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876 -2,800 

附加资本（万元）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本公司在最近两次（2018 年第 2 季度及第 3 季度）银保监会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均获得 B 类

评级。 

 

六、风险管理状况 

2018年 4季度，公司持续推进各项全面风险管理工作，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进展情

况如下： 

一是强化风险过程管理，针对下辖机构面临的风险特征，公司甄选能准确揭示下辖机构实际风险

状况的评价指标及重点督查事项清单，印发下辖机构全面风险管理评价方案，引领机构加强风险轨迹

管理。 

二是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印发交易对手管理制度，建立交易对手名单制管理机制，优化准

入标准，夯实投前管理基础。 

三是加强风险限额管理，基于各大类风险，制定限额管理办法，对限额的设定、审批、监测与预

警、超限处理以及重检等各个环节进一步明确了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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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净现金流（万元） 130,342 

公司整体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1（%） 1674.18 

公司整体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2（%） 1784.97 

独立帐户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1（%） 131.31 

独立帐户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2（%） 353.07 

注：预计公司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为正，本季度货币基金、国债等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整体流动性

风险可控。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 年内 1-3 年内 3-5 年内 5 年以上 

524.58 237.03 128.86 76.43 41.15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季度净现金流为 13.03 亿元，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含货币基金、活期存款、库

存现金等）、国债等优质流动资产充足，共计 341.06 亿，流动性风险可控。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