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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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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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6 位董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 国有 

耆卫人寿保险（南非）有限公司 50%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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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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景东 56 硕士研

究生 

2020年 12

月 

中方董事 银保监复

〔2020〕938

号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党委

书记 

2016.05 至 2016.11：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

记 

2016.11 至 2019.05：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19.12 至 2020.08：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党委书记 

2020.08 至今：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党委书记 

万利平 57 博士研

究生 

2015年 12

月 

中方董事 

 

保监许可

〔2015〕

1199 号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工会主席、总法

律顾问 

2015.09 至 2016.11：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法律顾问、

工会主席 

2016.11 至 2020.08：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2020.08 至今：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总法律顾问 

李阳 50 本科 2018 年 6

月 

中方董事 银保监许可

〔2018〕433 

号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 

2015.09 至 2016.11：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2016.11 至 2020.08：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20.08 至今：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Iain 

George 

Willia

mson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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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u

s van 

der 

Wal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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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02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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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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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mer 

Abdull

ah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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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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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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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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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本科 
2021.3 

2017.5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京银保监复

[2021]1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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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起任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首席投资官；2021.4 起任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不再兼任首席投资官。 

李佳慧 43 研究生 
2021.3 

2017.4 

副总经理， 

总精算师 

京银保监复

[2021]171 号 

保监许可

[2017]332 号 

无 

2014.1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4.8起任

产品精算部总经理；2016.12 起任精算临时负责人；

2017.4起任总精算师；2021.3 起任副总经理，总精算师。 

刘涌 49 研究生 2021.3 副总经理 
保监许可

[2015]764 号 
无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15.7 起任总经理助理；

2021.3起任副总经理。 

施洪琦 44 研究生 2021.3 副总经理 
京银保监复

[2021]212 号 
无 

2012.10-2016.10：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信

息技术部总经理。 

2016.10-2020.11：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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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任 IT总监，2017.11 任总经理助理。 

2020.11 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21.3 起

任副总经理。 

姜欣 43 研究生 
2021.3 

2021.4 

总经理助理， 

首席投资官 

京银保监复

[2021]151 号 
无 

2015.02-2017.02：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资

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2017.03-2020.05：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资

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2020.6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21.3起任

总经理助理；2021.4起任总经理助理，兼任首席投资官。 

孟琰 51 研究生 2021.3 

总经理助理， 

合规负责人， 

首席风险官 

京银保监复

[2021]210 号 
无 

2005.3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2005.3任计

划财务部总经理；2018.3任风险临时负责人；2020.6任

首席风险官；2021.3起任总经理助理，合规负责人。 

严国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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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连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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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黎 38 研究生 2021.3 董事会秘书 
京银保监复

[2021]152 号 
无 

2012.4 至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历任计划财

务部财务管理处助理经理/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计划财务部总经理；2020.8起任计划财务

部总经理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21.3起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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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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文文 010-88310655 wenwen.s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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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211,775.86 344,604,456.78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44.47 150.9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319,211,775.86 344,604,456.7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44.47 150.91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保险业务收入（元） 201,903,066.82 324,313,283.35 

净利润（元） 7,260,330.61 31,446,972.28 

净资产（元） 791,079,826.37 775,674,900.49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元) 6,274,598,251.72 6,116,452,261.10 

认可负债(元) 5,237,633,494.07 5,094,976,196.16 

实际资本(元) 1,036,964,757.65 1,021,476,064.94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元) 1,036,964,757.65 1,021,476,0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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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752,981.79 676,871,608.16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元) 662,898,159.12 625,141,175.86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元) 352,133,246.62 327,844,965.37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元) 22,006,362.25 17,534,032.30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元) 365,577,058.55 350,398,211.38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元) 116,283,452.57 109,712,170.69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元) 189,900,700.26 177,095,260.6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元) 3,201,260.61 3,252,943.2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元) 54,854,822.67 51,730,432.30 

附加资本(元)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在银保监会公布的 2020 年 4 季度和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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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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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次监管机关现场评估，公司结合监管评估意见以及实际发展状况，每年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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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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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 

2021 年二季度有效开展各项风险管理工作，持续优化风险管理流程，推进各项制度有

效执行。 

1)持续开展年度风险偏好重检以及关键风险指标梳理工作，通过重检建立与公司实际相

适应的风险偏好体系，明确公司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能够承担的风险水平，后续将根据重

检结果发布《风险偏好陈述书》（2021 年版）及《关键风险指标及限额管理办法》，为公

司的战略发展及资产配置等重大决策提供风险偏好的决策依据。 

2)根据监管要求和实际工作安排，公司于二季度开展 2021 年度 SARMRA 自评估的相关

工作，从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出发对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检视。待 7 月中旬

年度 SARMRA 自评估结果正式确定，公司将根据自评估情况落实整改并对制度健全性和执

行有效性进行完善和强化。 

3)2021 年二季度，公司持续强化一线业务部门风险意识，加强沟通和培训，提高风险识

别、评估、监测和报告能力，将业务运营中存在的风险点纳入日常风险管理范畴；持续强化

二道风险管理防线的作用，积极参与公司资产负债小组相关工作、持续对投资相关风险及资

产配置情况进行独立核查与评估，逐步实现风险管理赋能业务发展，为公司创造价值；积极

配合公司内、外部审计需求，加强风险管理三道防线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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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1,527.08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70.54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177.95 

综合流动比率- 1-3 年(%) 251.05 

综合流动比率-3-5 年(%) 224.19 

综合流动比率-5 年以上(%) 11.76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531.08 

压力情景二 1905.25 

独立账户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5.89 

压力情景二 14.40 

 

2.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21 年第二季度基本情景下经营活动实际净现金流约为-0.56 亿，与上季度预测值-1.44

亿相比，净现金流入增加约 0.88 亿。本季度实际净现金流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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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费收入现金流入较上季度预测减少约 0.23 亿，但退保赔付、费用支出等现金流出较

上季度预测减少 1.1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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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强化流动性

风险管控工作，定期监控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关注引发流动性风险的重大事件，完善应急

计划，加强跨部门沟通，合理调拨资金，按时履行各项支付义务。截至本季度末，公司整体

流动性风险状况良好，未出现因资金缺口导致延迟支付的情况，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