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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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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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阳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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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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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利平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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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 至今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Iain 

George 

Williamso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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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2020.06：耆卫集团 代理首席执行官 

2020.07 至今：耆卫集团 首席执行官 

Martin 

Petrus 

Albertus 

van der 

Walt 

37 硕士研究生 2019 年 12 月 外方董事 京银保监复

〔2019〕1059 

号 

耆卫集团财务部战略资产负

债管理负责人 

2013.02-2016.10：True North Partners-管理

咨询部 主要负责人 

2016.11 至今：耆卫集团战略资产负债管理

负责人 

2020.02 至今：耆卫集团 财务部 

Ömer 

Abdullah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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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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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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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中有一名暂未取得银保监会核准，故目前董事会成员为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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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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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耀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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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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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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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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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国超 49 大专 2015.7 总经理助理 保监许可[2015]764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5.7 任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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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理助理 

张海洲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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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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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672,565.69 529,333,617.48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86.42 193.0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547,672,565.69 529,333,617.4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86.42 193.0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保险业务收入（元） 197,484,696.15 162,623,625.23 

净利润（元） 2,442,340.29 1,309,240.25 

净资产（元） 822,163,137.71 817,243,168.66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元) 5,865,419,447.44 5,797,403,042.07 

认可负债(元) 4,683,991,489.63 4,699,084,805.96 

实际资本(元) 1,181,427,957.81 1,098,318,236.1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元) 1,181,427,957.81 1,098,318,2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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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55,392.12 568,984,618.63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585,320,149.73 525,499,532.3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元) 303,891,650.47 250,307,517.29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元) 14,875,023.85 13,422,689.5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元) 354,322,925.57 356,739,978.93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元) 46,772,980.67 53,069,378.82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元) 131,359,368.49 125,180,685.21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元) 3,183,062.34 22,859,347.07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48,435,242.39 43,485,086.30 

附加资本(元)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在银保监会公布的 2020 年 1 季度和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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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根据《关于 2017 年 SARMRA 结果的通报》(原中国保监会财会部函〔2018〕8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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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续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建立了治理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三个层级的全面风

险管理组织架构，形成自上而下传导、自下而上反馈相结合的风险闭环管理机制；建立了

以风险管理为中心，覆盖所有业务条线和业务环节的三道防线风险管理框架；从制度健全

性和执行有效性两个方面，逐步建立健全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强

化风险管理组织建设，修订和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流程，确保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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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管要求和实际工作安排，公司于二季度启动并于三季度完成 2020 年度 SARMRA

自评估的相关工作，终评得分 81.77 分。在经过两次监管机关现场评估后，结合监管评估

意见以及公司的实际发展状况，公司通过 SARMRA 自评估工作有效提升制度健全性和执行

有效性，在建设以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公司对自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及不足进行持续梳理，本季度已开始结合自评估情况对相

关制度陆续进行梳理，着手修订。公司计划于四季度启动整体整改工作。 

同时为了持续推进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本季度公司根据“偿二代”监管要求，开

展 2020 年度风险控制自评估（RCSA）工作，确定了 2020-2021 年度风险分类框架，并根

据公司业务经营和各部门重点关注问题，确定持续关注的三级风险，通过季度报告进行分

析，定期关注，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推进公司各项业务健康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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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494.51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41.89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144.80 

综合流动比率- 1-3 年(%) 198.42 

综合流动比率-3-5 年(%) 393.98 

综合流动比率-5 年以上(%) 18.45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354.20 

压力情景二 2052.20 

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4.26 

压力情景二 10.47 

 

2.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20年第三季度基本情景下经营活动实际净现金流约为-1.23亿，与上季度预测值-0.25

亿相比，净现金流出增加约 0.98 亿。本季度实际净现金流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保费收入现金流入较上季度预测减少约 1.98 亿，退保赔付、费用支出等现金流出较上季度

预测减少 1 亿。 

在本次基本情境未来三个月现金流预测中，万能账户到期资产现金流入，能够弥补万能

存量业务较高的退保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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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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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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