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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D 座 3 层 

2.法定代表人：张 敏 

3.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在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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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权类别 股份或出资额（万元） 占比 

国家股 0 0 
国有法人股 93,550 50% 
社会法人股 0 0 
外资股 93,550 50% 
其他 0 0 
合计 187,100 100%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6.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无。 

7.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 国有 

耆卫人寿保险（南非）有限公司 50%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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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6 位董事。 

姓名 年龄 学历 任期开始日期 职务 文号 关联方任职 近 5年工作经历 

张敏 

 

47 博士研究生 

 

2015 年 10 月 

 

中方董事 

 

保监许可

〔2015〕

1019 号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党组成员 

 

2013.05 至今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万利平 

 

55 博士研究生 

 

2015 年 12 月 

 

中方董事 

 

保监许可

〔2015〕

1199 号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组

成员、总法律顾问，兼国电

财务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

法律顾问 

2004-2014 中建一局 

2014.07-2015.08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15.08 至今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李阳 

 

44 本科 

 

2018 年 6月 

 

中方董事 

 

银保监许可

〔2018〕433 

号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 

 

2014 年 4月至 2014 年 8月 

1.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任副总会计师、审

计风控与法律管理部经理； 

2.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 

2014 年 8月至 2015 年 9月 

1.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任总审计师、审计

风控与法律管理部经理； 

2.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 

3.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15 年 9月至今 

1.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

司)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

(至 2017 年 10 月止)； 

3.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4.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董

事(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止)。 

Iain 

George 

Williamson 

 

49 硕士研究生 

 

2019 年 7月 

 

外方董事 

 

京银保监复

〔2019〕476 

号 

耆卫集团代理首席执行官 

 

2015.08-2017.08：耆卫新兴市场 首席财务

官和代理首席执行官 

2017.09-2019.05：耆卫集团 首席运营官 

2019.05 至今：耆卫集团 代理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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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Burt Weber 

 

38 伦敦商学院 

工商管理 

 

2018 年 11 月 

 

外方董事 

 

银 保 监 复

〔2018〕308 

号 

耆卫集团新兴市场资本和投

资战略负责人 

2015.05-：耆卫集团新兴市场 资本和投资战

略负责人 

Ömer 

Abdullah 

 

58 利文斯敦高级附

属学院 

 

2014 年 5月 

 

外方董事 

 

保 监 许 可

[2014]415

号 

 

耆卫集团新兴市场拉美及亚

洲地区高级行政主管 

 

2016 年 12 月之前: 英国耆卫集团任职 

2016.12-2017.6: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临

时负责人 

2017.7-：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总经理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没有监事会。 

（3）高管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学历 
任期开始日

期 
职务 任职文号 关联方任职 近 5 年工作经历 

Omer 

Abdullah 
58 大专 2017.7 总经理 

保监许可〔2017〕

662 号 
董事 

2016.12 之 前 : 英 国 耆 卫 集 团 任 职

2016.12-2017.6: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临

时负责人 

2017.7-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春波 59 本科 2011.12 副总经理 
保监国际

[2011]1952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新观 59 本科 2010.11 副总经理 
保监国际

[2010]1445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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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耀辉 44 本科 
2017.5 

2018.6 

财务负责人兼

首席投资官 

保监许可

[2017]482 号 
无 

2011.07-2016.12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产融结合与市场营销部经理  

2017.1-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 

2017.5任财务负责人, 2018.6 兼任首席投资

官 

 

李佳慧 41 研究生 2017.4 总精算师 
保监许可

[2017]332 号 
无 

2014.1-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  

2016.12-2017.4：任精算临时负责人 

2017.4-至今：任总精算师 

宋焱 40 研究生 2014.12 董事会秘书 
保监许可〔2014〕

986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4.12 任董事

会秘书 

刘涌 47 研究生 2015.7 总经理助理 
保监许可

[2015]764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5.7 任总经

理助理 

黄亦彬 46 研究生 2015.7 总经理助理 
保监许可

[2015]764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5.7 任总经

理助理 

严国超 48 大专 2015.7 总经理助理 
保监许可

[2015]764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5.7 任总经

理助理 

张海洲 48 本科 2014.9 合规负责人 
保监许可

[2014]744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0.11 任法律

责任人，2014.9 任合规负责人 

王连华 40 研究生 2011.12 审计责任人 
保监国际

[2011]1860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1 年 12 月任

审计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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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员的基本情况 

联系人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信箱 

李佳慧 010-88310701 Jiahui.li@oldmutual-chnenergy.com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560,327,611.82 581,852,055.9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18.19 232.4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560,327,611.82 581,852,055.9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18.19 232.48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保险业务收入（元） 159,139,658.48 171,256,257.08 
净利润（元） 1,071,538.04 6,024,330.91 
净资产（元） 851,108,131.28 854,189,382.49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元) 6,049,270,384.91 6,043,987,621.33 

认可负债(元) 5,014,847,195.63 5,022,939,886.91 

实际资本(元) 1,034,423,189.28 1,021,047,734.42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元) 1,034,423,189.28 1,021,047,734.42 

      核心二级资本(元) - - 

      附属一级资本(元) -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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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最低资本(元) 474,095,577.46 439,195,678.46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437,862,458.98 405,629,811.55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元) 189,536,937.09 167,756,856.25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元) 14,731,711.61 13,173,769.51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元) 333,316,505.35 317,429,201.12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元) 47,687,983.15 52,446,092.3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元) 107,496,904.74 103,359,170.65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元) 39,913,773.48 41,816,936.98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36,233,118.48 33,565,866.91 
附加资本(元)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在银保监会公布的 2019 年 1 季度和 2019 年 2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中，瑞泰人寿均被

评定为 B 类公司。  

 

六、风险管理状况 

1. 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公司 2017 年 SARMRA 得分为 63.45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68 分，风险

管理目标与工具 3.68 分，保险风险管理 7.58 分，市场风险管理 4.60 分，信用风险管理

4.76 分，操作风险管理 7.79 分，战略风险管理 5.23 分，声誉风险管理 6.59 分，流动性

风险管理 7.54 分。 

2.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最新进展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监管评估的反馈意见，公司持续开展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制度体系的搭建与修订工作，以全面满足偿二代监管规则的相关要求。截至目前，

结合 2017 年度检查发现的问题及银保监会发布的《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1－5 号）》

中对于资产负债管理制度健全性的要求，公司共新建 18 个制度，修订 34 个制度,其中 31

个制度需要经过董事会审批。截至报告日，董事会已审批 30 个制度，1 个制度尚在审核之

中。同时，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在执行层面的有效落实，以

提升制度、流程的执行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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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公司根据“偿二代”监管要求，开展 2019 年度风险控制自评估（RCSA）工

作，公司确定了 2019 年度风险分类框架，即 7 个一级风险，30 个二级风险， 95 个三级

风险。根据公司业务经营情况从三级风险中选取 19 个指标进行持续关注和监测。 

公司不断优化和维护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各功能模块，在系统中定期开展风

险和控制自评估、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关键风险指标监测和预警以及操作风险损失

事件收集等一系列风险管理工作并向管理层上报监测和评估结果。 

本季度，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

评估》（保监发〔2015〕22 号）和《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风险偏好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根据 2019 年度风险偏好重检，确定公司秉持“稳健”的风险偏好，确定容忍度和 KRI

指标及阈值，通过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对指标进行定期监测和预警。 

公司持续通过偿二代风险综合评级信息系统开展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数据的报

送工作，并通过系统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推动相关部门对失分项目进行原因分析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改善指标结果。 

七、流动性风险 

1.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净现金流-基本情景(元) 90,324,789.81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150.93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499.54 

压力情景二 2132.37 

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33.10 

压力情景二 81.72 
 

2.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整体净现金流为 0.90 亿，净现金流环比增加 4.57 亿，变化主要原

因为退保等现金流出减少约 2.7 亿，购买金融资产现金流出减少约 3.2 亿，资产到期及出售

金融资产现金流入减少约 1.13 亿，保费收入、医疗基金业务较上一季度现金流入减少约 0.2

亿。 

在本次基本情境未来三个月现金流预测中，公司业务净现金流出现资金缺口，但随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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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账户资产规模缩减，现金流压力同比呈现一定程度的缓解。未来三个月传统账户、分红账

户、万能账户的到期资产现金流完全能够弥补该缺口。 

根据《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公司进行现金流管理，

预估每日现金流需求，根据业务数据合理调配各账户资金，积极进行现金头寸管理。目前基

本实现了大额支出事项的预测，使公司能够根据资金需求及时调拨资金，按时履行各项支付

义务。截至三季度末，未出现因资金缺口导致延迟支付的情况。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