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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ICBC-AXA ASSURANCE CO.,LTD. 

法定代表人： 马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 5 层

E 单元、18 层和 19 层 

注册资本（营运资金）： 125.05 亿元人民币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号： 000031 

开业时间： 1999 年 5 月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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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区域： 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辽宁省、

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湖北省、

陕西省、山西省、福建省、安徽省、重庆市、广西壮

族自治区、云南省和江西省。 

  

报告联系人姓名： 叶冰 

办公室电话： 021-38579505 

电子信箱： bing.ye@icbc-axa.com 

传真号码 021-5879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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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通过公司董事长批准，公司董事长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并对我们的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和股东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 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别 
期初 期末 

股份 占比（%） 出资额 股份 占比（%） 出资额 

国有法人股 906,612.5 72.50% 906,612.5 906,612.5 72.50% 906,612.5 

外资股 343,887.5 27.50% 343,887.5 343,887.5 27.50% 343,887.5 

合计 1,250,500 100% 1,250,500 1,250,500 100% 1,250,500 

 

2. 实际控制人 

公司包括四方股东，分别为：a.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直接及间接控股 65.85%），持有公司 60%的股权；b.安盛中国公司

(AXAS.A.直接及间接控股 100%)，持有公司 27.5%的股权；c.五矿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控股 44.14%），持有公司 10%的股权；

d.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 100%），持有公

司 2.5%的股权。股权结构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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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间内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变化 

期末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 
期末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0 750,300 60.00% 0 

安盛中国公司 外资 0 343,887.5 27.50% 0 

五矿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 0 125,050 10.00% 0 

中国五矿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 0 31,262.5 2.50% 0 

合计 —— 0 1,250,500 100.00% 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和安盛中国公司之间，以及他们与五

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

存在关联方关系；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五矿集

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 600390）的全资子公司。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有□ 无■） 

5. 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情况（有□ 无■） 

（二）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报告期内变更情况  

1．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董事基本情况：本公司董事会现有 8 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 3 人、非执行董

事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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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任职时间及批复 

1 马健 

1964 年出生，自 2018 年 4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

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07 号。马健先生自 1981 年 10 月

进入金融系统工作，1984 年 10 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历任从

基层网点、支行、分行至工总行各个层级的管理工作，工作范

围涵盖了个人金融、银行卡、计划财务、运行管理以及内部审

计等多个领域。2012 年 5 月，马健先生被委任为中国工商银

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党委书记、总经理，负责工商银行海内外私

人银行业务发展。2018 年 3 月，马健先生加入本公司担任党

委书记，并于 2018 年 4 月起就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的

职务；2019 年 7 月起同时担任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健先生拥有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职称。马健先生为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主

席。 

自 2018 年 4 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长，任

职批准文号为银保

监许可【2018】107

号 

2 赵立功 

1971 年 8 月出生，自 2022 年 8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任

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602 号。赵立功先生 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原五矿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经理、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总

经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五矿驻深企业党委

书记等职务。现任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书记，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绵阳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赵

立功先生拥有北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

经济师职称。赵立功先生具备金融、证券投资、经济工作经历

20 余年，熟悉国家金融体系和监管要求，具有金融业务和资

本市场实操经验，以及金融企业经营管理经验，被深圳市政府

纳入“金融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自 2022 年 8 月起担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任职批准文号为银

保监复【2022】602

号 

3 吴茜 

1971 年出生，自 2019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银保监复【2019】49 号。吴茜女士于 1995 年 8 月加入中

国工商银行总行，历任总行计划财务部系统财务处副处长、海

外及直属机构财务处处长；2006 年 9 月起先后担任总行财务

会计部境外及直属机构财务处处长，总行财务管理中心处长；

2010 年起担任总行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职务。2015 年 8 月吴

茜女士加入本公司，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

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

1102 号；2018 年 6 月起，吴茜女士担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即总裁）职务，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

389 号，2019 年 7 月起同时担任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吴茜女士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职称、中国注

自 2019 年 1 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银保监

复【2019】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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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会计师资格（CPA）、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证书（CGMA）。

吴茜女士为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4 陶仲伟 

1972 年出生，自 2020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20】782 号。陶仲伟女士于 1993 年 7

月在中国工商银行参加工作，，2005 年 5 月加入中国工商银

行总行，历任个人金融业务部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处副处长、理

财业务处处长、市场四处处长等职务，2016 年 12 月起任个人

金融业务部营销专家。2020 年 10 月加入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自 2020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即副总裁），

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20】783 号，2021 年 8 月起同

时任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并担任监事会主席。陶

仲伟女士拥有河北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丰

富。陶仲伟女士为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

员。 

自 2020 年 12 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沪银保

监复【2020】782 号 

5 王莹 

1963 年出生，自 2012 年 7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国际【2012】808 号。王莹女士自 2011 年 12 月起任

工商银行派驻子公司董监事办公室专家、专职派出董事。王莹

女士于 1989 年 7 月加入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外汇管理处，先

后在国际业务部外汇会计处、外汇清算处工作；1998 年 12 月

起担任工商银行总行清算中心外汇清算处副处长；2000 年 9

月起担任稽核监督局外汇业务稽核处副处长、处长；2005 年 2

月起担任内部审计局境外机构审计处处长；2008 年 7 月起担

任悉尼分行内部审计师（主管）、悉尼分行风险专家。王莹女

士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 

自 2012 年 7 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国

际【2012】808 号 

6 顾继红 

1971 年 6 月出生，自 2018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019 号。顾继红女士自 1992

年 7 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先后就职于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国

际业务条线、北京市分行稽核部门，2000 年 5 月起调入工商

银行总行稽核监督局，主要在国际业务、外汇业务稽核、境外

机构审计管理等领域工作。2017 年 8 月，调入工商银行总行

战投部，专职从事集团专职派驻董监事工作。顾继红女士拥有

26 年金融从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执行和业务审计与管

理经验，并对商业银行国际业务和国际化发展有较为全面和深

刻的认识。顾继红女士具有经济学学士和工商管理（国际）硕

士学位，拥有高级经济师、反洗钱师（CAMS）、国际信用证

审单专家（CDCS）、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和国际注册

内部控制评估师（CCSA）职称。 

自 2018 年 10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银保监

许可【2018】1019

号 

7 杨玲 

1973 年出生，自 2014 年 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杨玲女士的

职业生涯起始于 1999 年，为美国 KattenMuchinRozenman 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2000 年杨玲女士加入 Sullivan&Cromwell 律

师事务所，负责资本市场及并购业务。2006 年起杨玲女士先

后任职于汇丰银行、美林投行亚洲、厚朴京华（北京）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巴克莱银行亚洲投行，担任副总裁之职，负责处

自 2014 年 2 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4】1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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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本市场、并购活动及投资项目事务。2013 年，杨玲女士

加入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首席财务官。2015

年，杨玲女士担任深圳市酉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

理，负责投资事宜。2020 年起杨玲女士担任辛基投资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及首席投资官。杨玲女士具有美国圣母大

学法律博士学位及北京大学学士学位，拥有美国纽约州及伊利

诺伊州律师执照（现为非活跃状态）。杨玲女士深谙国际资本

市场的运作和活动，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 

8 
Xavier 

Veyry 

1973 年 8 月出生，自 2018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Xavier 

Veyry 先生 1996 年 10 月加入安盛集团，历任安盛保险高级客

户主管、安盛大都会保险合资企业Maxis保险公司首席合伙人、

安盛驻阿联酋区域经理兼首席运营官等职务。2008 年至 2017

年 12 月，历任安盛驻西班牙、葡萄牙首席执行官、安盛全球

直销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安盛全球直销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担任安盛中国、安盛东北亚财险

首席执行官。2020 年 8 月迄今担任安盛信利（AXA XL）APAC

和欧洲区域的首席执行官。Xavier Veyry 先生拥有超过 20 年的

保险工作经验，深喑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和活动，对金融机构

及保险的经营管理极具经验。Xavier Veyry 先生具有法国拉罗

谢尔高等商学院金融学、市场营销硕士学位及研究生文凭。 

自 2018 年 10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银保监

许可【2018】1020

号 

 

（2）监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任职时间及批复 

1 刘国威 

1970 年出生，自 2012 年 11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为本公司

监事会轮值主席。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2】1286 号。

刘国威先生于 1993 年 8 月加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先后在五

矿集团财务公司、香港企荣财务有限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并于

2006 年 2 月加入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五矿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先后出任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规划发

展部总经理、资本运营部总经理，现任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刘国威先生拥有法国高等商业学校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刘国威先生长期在业务一线从事金融业务，多年来

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专业经验和管理经验，熟悉市场与业务操

作、金融机构管理，熟悉海内外市场的机制、规则、市场特性，

具有宽阔的国际和行业视野。 

自 2012 年 11 月起担

任本公司监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

【2012】1286 号 

2 张伟峰 

1973 年 10 月出生，自 2019 年 7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553 号。张伟峰先生自 1997 年加

入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人事部，历任人事部境外干部处副处长、

处长，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对外派驻董监事管理处处长，

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集团派驻子公司董监事办公室投行

专家、高级专家、专职派出董事等职务。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挂职任湖南郴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伟峰先生拥有中

自2019年7月起担任

本公司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

【2019】5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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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学士学位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

硕士学位，拥有丰富的商业银行治理、金融和人力资源管理经

验。 

3 高彬 

1963 年出生，自 2012 年 11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国际【2012】1286 号。高彬女士自 1999 年加入法

国安盛集团，一直负责支持安盛集团在亚太区和中国业务的发

展，从寻找合资伙伴、成立公司，到取得执照，及随后的业务

发展与支持，起着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现任职务为法国安盛

集团亚太业务支持与发展部副主任兼中国事务负责人。高彬女

士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巴黎新索尔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和

巴黎国家保险学院，并分别获得了法国语言文学学士、法国文

学硕士、法国文学与文化博士和保险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高彬女士对中法两国文化和国情有着透彻的了解，在跨国

企业中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多年从事保险行业的技能、严谨的职

业道德与高度的责任心，使她成功地履行了安盛集团交给她的

各项使命和工作。 

自 2012 年 11 月起担

任本公司监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

【2012】1286 号 

4 韩韬 

1976 年 5 月出生，自 2017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079 号。韩韬先生自 2001 年 7 月

加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从事战略规划和行政管理工作。2005

年 7 月，进入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企业年金管理处，

从事企业年金管理工作；2007 年 4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工

行北京王府井支行行长助理；2007 年 10 月，担任工总行人力

资源部企业年金管理处副处长，负责组织实施企业年金基金市

场化管理运营，以及制定实施员工福利政策；2009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历任工总行人力资源部系统干部处副处长、监

测分析处副处长(主持工作)、监测分析处处长，先后负责一级

分行领导班子考核任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及数据统计分析

等工作；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担任工行江苏镇江分

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2017 年 3 月加入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韩韬先生具有北京大学金

融学硕士学位以及保险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 

自2017年9月起担任

本公司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1079 号。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任职时间及批复 

1 郭晋鲁 1972 年出生。郭晋鲁先生拥有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

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拥有美国 CFA 协会颁授的特

许金融分析师专业资格。郭晋鲁先生于 1999 年 1 月加入金盛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金盛保险董事兼副总经理，金盛

保险董事会秘书兼首席投资官，2012 年 7 月起担任工银安盛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2019 年 7 月起同时担任工银

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郭晋鲁先生拥有坚实的专业

背景以及丰富的保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经验，精通投资管理业

务。郭晋鲁先生目前担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投资

2017 年 12 月，公司

向中国保监会专项汇

报了郭晋鲁担任公司

首席投资官（投资责

任人）的任职情况。 

2019 年 8 月，郭晋鲁

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投

资官（副总经理），

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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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668 号，

为公司党委委员、管理委员会成员。 

保监复【2019】668

号。 

2 喻凌燕 1977 年出生。喻凌燕女士拥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3 年获得北美精算师资格。喻凌燕女士自毕业以来一直致

力于保险精算工作，1999 年 7 月加入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历任精算及战略

财务总监、总精算师等职务；2011 年 10 月起担任精算部总经

理职务；2019 年 6 月起担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

精算师兼首席风险官，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464

号，2019 年 7 月起同时担任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喻凌燕女士拥有 20 年金融行业工作经验，专业背景扎实，精

算管理经验丰富。喻凌燕女士目前担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首席精算师（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任职批准文号为

沪银保监复【2019】667 号，为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2019 年 6 月，喻凌燕

女士担任公司首席精

算师（总精算师）兼

首席风险官职务，任

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

监复【2019】464 号。 

2019 年 8 月，喻凌燕

女士担任公司首席精

算师（副总经理）兼

首席风险官，任职批

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

【2019】667 号。 

3 乔红敏 1972年出生。乔红敏女士拥有武汉冶金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

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英国特许会计师资格（ACCA）。乔

红敏女士于1999年7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河南分行，2009年7

月至2013年9月担任工行河南分行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兼财务

中心主任，2013年9月至2020年5月先后担任工行票据营业部

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20年6月加入本公司，担任

财务部总经理，2022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乔红敏

女士拥有坚实的财务专业背景及丰富的管理经验，具有较强

的责任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具备保险公司财务负责人资格。乔红敏女士目前担

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自2020年6月起担任

本公司财务部总经

理，2022 年 8月起担

任本公司财务负责

人，任职批准文号为

银保监复【2022】603

号。 

4 狄文萍 1970 年出生。狄文萍女士拥有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正高级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CPA）。狄文萍女

士于 2001 年 1 月加入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财

务总监职务；2012 年 7 月担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

务部总经理，2020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内审部总经理，2021

年 8 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狄文萍女士拥有扎实的专业

背景及丰富的保险行业管理经验，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风险

管理意识。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备保险公

司审计责任人资格。狄文萍女士目前担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审计责任人。  

自2020年6月起担任

本公司内审部总经

理，2021 年 8 月起担

任本公司审计责任

人，任职批准文号为

银保监复【2021】676

号。 

5 阳丽琼 1972 年出生。阳丽琼女士拥有湖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职称，律师资格。阳丽琼女士于 1994 年 7 月加入

中国工商银行广西桂林分行，2004 年 6 月调往广西分行，2008

年 7 月起历任广西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18

年 1 月，加入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担任内审部总经理，

2020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2021 年 8 月

起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阳丽琼女士长期从事金融机构中后

台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工作，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较

强的政策水平及综合业务能力。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自 2020 年 6 月起，担

任本公司法律合规部

总经理，2021 年 8 月

起担任本公司合规负

责人，任职批准文号

为银保监复【2021】

6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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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核准，具备保险公司合规负责人资格。阳丽琼女士目前担任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  

 

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有■ 无□） 

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起，赵立功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起，乔红敏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有■ 无□） 

2019 年 5 月 13 日，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工银安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子公司”）正式成立。子公司由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100%持股，出资额为人民币 1 亿元。 

（四）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报告期内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公司及其董事、监事、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行政处罚情况。（有□ 无■） 

2．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发生的移交司法机关的违规行为的情况。（有□ 无■） 

3．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有□ 无■） 

 

四、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有关指标，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下季度预测数 

1 认可资产 27,381,623 26,891,503 27,953,512 

2 认可负债 23,309,840 22,497,798 23,973,992 

3 实际资本 4,071,783 4,393,705 3,979,520 

3.1 核心一级资本 2,527,929 2,867,721 2,432,769 

3.2 核心二级资本 67,273 67,246 64,741 

3.3 附属一级资本 1,476,580 1,458,738 1,482,010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 

4 最低资本 2,426,080 2,376,937 2,592,874 

4.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430,184 2,380,958 2,597,260 

4.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104 -4,021 -4,386 

4.3 附加资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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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69,123 558,030 -95,363 

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07% 123% 96% 

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645,703 2,016,768 1,386,647 

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68% 185% 153%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本季度数如下： 

（1）基本情景和压力情景流动性覆盖率：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未来 3 个月 未来 12个月 未来 3 个月 未来 12个月 

LCR1（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

盖率） 
452% 234% 516% 284% 

LCR2（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

盖率） 
575% 167% 571% 191% 

LCR3（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的

流动性覆盖率) 
133% 76% 150% 93% 

 

（2）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不利偏差率：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本季度 上季度 本季度 上季度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

利偏差率 
54% 23% 23% 13% 

 

（3）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单位：万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1.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 -461,834 9,970 

2.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 191,727 191,727 

3.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净现金流 -361,240 -361,240 

 

（三）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一、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单位：万元）  2,640,962 2,025,541 

二、综合退保率  4.03% 3.64% 

三、分红/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 分红账户 776,291 67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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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万能账户 7,641 4,183 

四、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2.77% 37.98% 

五、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2.25% 3.90% 

六、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1.46% 2.54% 

七、AA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0.19% 0.33% 

八、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0.00% 0.00% 

九、应收款项占比 0.56% 0.56% 

十、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1.44% 3.40% 

 

（四）主要经营指标 

有关指标的本季度数和本年度累计数，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累计数 

（一）保险业务收入 898,796 4,181,076 

（二）净利润 -74,318 -46,520 

（三）总资产 27,366,791 27,366,791 

（四）净资产 1,679,056 1,679,056 

（五）保险合同负债 23,631,316 23,631,316 

（六）基本每股收益 -- -- 

（七）净资产收益率 -4.16% -2.57% 

（八）总资产收益率 -0.27% -0.18% 

（九）投资收益率 0.85% 3.08% 

（十）综合投资收益率 0.10% 1.43% 

注：投资收益率、综合投资收益率指标未经年化。 

 

五、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分类标准的情况 

公司类型 Ⅰ类保险公司 

成立日期 1999 年 5 月 

最近会计年度的签单保费 4,693,758.66 万元 

最近会计年度的总资产 25,762,396.84 万元 

省级分支机构数量 19 家 

（二）监管部门对本公司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的结果 

公司最近一次接受银保监会偿付能力风险管理（SARMRA）现场评估为 2018

年，监管评估得分为 82.12 分。其中管理基础与环境 16.83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

工具 7.45 分，保险风险管理 8.42 分，市场风险管理 8.37 分，信用风险管理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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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操作风险管理 8.38 分，战略风险管理 8.25 分，声誉风险管理 8.14 分，流动

性风险管理 8.15 分。 

（三）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不断提升各项风险薄弱环节，夯实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在制度建设上，

强化制度管理工作的领导与统筹管理，实现对公司制度的动态管理。公司开展二

期工程中风险管理回顾工作，对标偿二代二期第十二号文中风险管理评估要求，

完成各类风险管理制度的修订工作，如修订全面风险管理基本规定及各大类风险

管理办法。在管理流程上，公司切实加强管理，有效管控经营风险，分季度开展

内部控制体系的检视回顾工作；强化关键业务流程管理，如偿付能力管理、资产

负债管理及现金流管理的管控。 

（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工作 

本季度无。 

 

六、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1. 最近两次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有■ 无□） 

评价期间 保监会发文文号 分类监管评级 

2022 年第 1 季度 无 BBB 

2022 年第 2 季度 无 AA 

2. 公司已经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改进措施（有■ 无□） 

公司将坚持高价值转型和产品结构优化，持续提升核心资本与内源性资本，

多措并举推动可资本化风险、难以资本化风险指标提升。 

（二）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自评估 

1.操作风险自评估 

公司操作风险限额执行均在偏好范围之内，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各项

操作风险关键风险指标无显著异常情况。公司保险业务、资金运用、公司治理、

信息系统、案件管理、其他等操作风险业务条线，均制定了较为健全的制度管理

体系和完备的业务管控机制，人员配备和信息系统建设符合业务管理需要。公司

聚焦内部管理提升主题，优化内控体系，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推进自查自纠，

强化问题发现源头整改，提升各级各类人员的履职能力，培育操作风险防范意识。 

2022 年三季度，公司操作风险评估结果为操作风险小，风险整体可控。 

 

2.战略风险自评估 

公司主要从组织架构搭建，战略规划的制定，战略规划的审议，战略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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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评估及调整四个方面对目前公司的战略风险管理状况进行评估。目前，公

司已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由董事会负责、董事长及总裁领导的发展规划管理组织

体系。公司战略规划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健全。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采

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战略目标、业务发展、

机构发展、资产管理及规划、资产负债管理、偿付能力管理、资本管理、风险管

理、基础管理、保障措施等。公司依据发展规划提出年度分解计划和落实措施，

报董事会和管理层审议通过后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公司会定期收集和分析相关信

息，加强对发展规划实施日常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将有关情况报董事会和管理

层。 

2022 年三季度，公司战略风险整体可控，自评估结果为战略风险小。 

 

3.声誉风险自评估 

2022 年第三季度，公司通过开展专项排查、加强舆情提示、密切舆情监测等

方式，积极开展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具体包括向全司下发《关于加强声誉风险管

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对外信息发布管理的提示》，开展二十大前声誉风险专

项排查、严格执行对外信息发布要求等。 

本季度内，未发生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法（2022 版）》中规定的 I、II 类

声誉事件，总体来看，公司面临的声誉风险较小。 

 

4.流动性风险自评估 

公司已经建立了相对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通过日常现金流管理、流

动性状况预测、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监测、流动性应急沟通等机制，确保公司的

流动性始终处于合理水平，并能及时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事件。截止 2022 年三季

度末，公司本年累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264 亿元，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公司将持续完善现金流监测预警机制，不断优化资金使用效率，加强流动性风险

指标监测，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发生。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流动性风险评估结果为流动性风险小。 

 

七、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批筹和开业分支机构情况 

报告期内新获批筹和开业的省级分支机构有关信息（有□ 无■） 

（二）报告期内重大再保险合同情况 

1.本报告期是否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入合同（有□ 无■） 

2.本报告期是否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出合同（有■ 无□） 

分入人 
与分入人的

关联关系 

再保险合

同类型 

分出保费 

（万元） 
保险责任 

已摊回的赔款 

（万元） 
险种类型 合同期间 

其他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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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再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无关联方关

系 
溢额 226 

身故、年金、

满期金 
863 

团体意外、团

体定寿等 

自 2015年 1月

1 日起生效 
无 

中国人寿再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无关联方关

系 
比例 6,904 

身故、意外、

残疾等 
7,639 

意外伤害、定

寿、健康等 

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无 

AXA-FRANCE 交易对手 比例 571 意外 17 意外 
自 2016年 5月

1 日起生效 
无 

AXA-FRANCE 交易对手 比例 5,653 残疾、身故等 4,523 定寿、健康等 
自 2016年 5月

1 日起生效 
无 

 

（三）报告期内退保金额和综合退保率居前三位产品情况 

1. 报告期内退保金额前三位产品情况（有■ 无□）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销售渠道 
报告期退保

规模（万元） 

报告期综合退

保率(%) 

年度累计退保

规模（万元） 

年度累计综合

退保率(%) 

工银安盛人

寿鑫如意终

身寿险 

普通型 个险渠道、银保渠道 28,506 1.20% 92,568 3.84% 

工银安盛人

寿财富盈门

年金保险 

普通型 

银行邮政代理、保险专业

代理、其他兼业代理、保

险经纪业务 

25,090 6.55% 691,581 66.64% 

工银安盛人

寿鑫如意六

号终身寿险 

普通型 

个人代理、公司直销、保

险专业代理、银行邮政代

理、其他兼业代理、保险

经纪业务、电话销售 

18,335 0.46% 30,059 0.77% 

2. 报告期内综合退保率前三位产品情况（有■ 无□）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销售渠道 

报告期退保

规模（万元） 

报告期综合

退保率(%) 

年度累计退保

规模（万元） 

年度累计综合

退保率(%) 

工银安盛人寿

盛世传家年金

保险（分红型） 

分红型 银行代理 71 32.35% 71 32.76% 

工银安盛人寿

财富赢年金保

险 

普通型 

银行邮政代理、保险专业

代理、其他兼业代理、保

险经纪业务 

4,681  25.50% 4,792 26.34% 

工银安盛人寿

财富盈门年金

保险 

普通型 

银行邮政代理、保险专业

代理、其他兼业代理、保

险经纪业务 

25,090 6.55% 691,581 66.64% 

（四）报告期内重大投资行为情况（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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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期内重大投资损失情况（有□ 无■） 

（六）报告期内重大融资事项情况（有□ 无■） 

（七）报告期内各项重大关联方交易情况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有■ 无□） 

2022 年 5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累计审批关联交易

金额为 28,928.87 万元，第二次累计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相关累计

重大关联交易议案。本次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

到重大关联交易的类型为保险业务类及服务类。我司或工商银行根据协议约定的

方式以转账形式将交易金额划入对方指定账户。相关关联交易定价的主要基本原

则适用行业惯例，按照公平原则，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不存在向关联方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的因素，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消

费者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2.资产转让、股权转让等关联交易（有□ 无■） 

3.债权、债务、担保事项（有□ 无■） 

4.其他重大关联交易（有□ 无■） 

（八）报告期内重大担保事项情况 

1．报告期内已履行的重大担保合同情况（有□ 无■） 

2．报告日存在的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担保合同情况（有□ 无■） 

（九）对公司目前或未来的偿付能力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有□ 无■） 

 

八、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 偿付能力充足率变化及其原因 

2022 年第三季度，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68%，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为 107%，均较二季度末有所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权益市场波动较为剧烈，

同时准备金评估曲线下降，叠加资本分级上限影响，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

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较监管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不低于 100%的最低要求留有较为充分的安全边际。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偿付能

力限额管理，提高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精细化程度，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与投资结构，

加快价值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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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变化及其原因 

截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基本情景下和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

盖率均高于 100%，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高于 50%，

公司最近两个季度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均不低于 -30%。总体上

看，公司流动性状况良好。 

（三） 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变化及其原因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对 2022 年第二季度各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IRR）评价结果，我司被评为 AA 类。该评级代表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且

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小。公司综合得分提升点主要在于

可资本化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得分的优化。公司将坚持高价值转型和产品结构优化，

持续提升核心资本与内源性资本，多措并举推动可资本化风险、难以资本化风险

指标提升。 

 

九、外部机构意见 

（一）对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审计意见的说明（有□ 无■） 

（二）外部机构出具的审核意见（有□ 无■） 

（三）外部机构对信用评级报告出具的评级情况（有■ 无□） 

穆迪香港（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HongKong Limited）于 2015 年 12

月首次对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进行保险财务实力评级，评级结果为 A2，评

级展望为稳定。之后每半年进行一次追踪评级，历次评级结果均为 A2。最新一次

追踪评级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对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2022 年资本补充债券进行信用评级，评级结果为主体信用等级 AAA，

债项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最新一次跟踪评级在 2022 年 9 月，跟踪

评级结果为主体信用等级 AAA，债项信用等级 AAA。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对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资本补充债券进行信用评级，评级结果为主体信用等级 AAA，债项信用

等级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最新一次跟踪评级在 2022 年 9 月，跟踪评级结果

为主体信用等级 AAA，债项信用等级 AAA。 

（四）外部机构对验资、资产评估等事项出具的意见（有□ 无■） 

（五）报告期内外部机构的变更情况（有□ 无■） 



 

17 

十、实际资本 

S02-实际资本表 

公司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3 季度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核心一级资本 2,527,929 2,867,721 

1.1 净资产 1,679,056 1,895,327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848,873 972,394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5,451 -5,571 

1.2.2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20,283 17,973 

1.2.3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通过子

公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增值

（扣除减值、折旧及所得税影响） 

    

1.2.4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除外） 
-7,006 -  

1.2.5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1.2.6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841,047 959,992 

1.2.7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资本工具且按规

定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金额 
    

1.2.8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2 核心二级资本 67,273 67,246 

2.1 优先股     

2.2 计入核心二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67,273 67,246 

2.3 其他核心二级资本     

2.4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3 附属一级资本 1,476,580 1,458,738 

3.1 次级定期债务     

3.2 资本补充债券 500,000 500,000 

3.3 可转换次级债     

3.4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除外） 
7,006 - 

3.5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通过子

公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可

计入附属一级资本的金额（扣除减值、折旧及所得

税影响） 

    

3.6 计入附属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969,574 958,738 

3.7 其他附属一级资本     

3.8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4 附属二级资本 - - 

4.1 应急资本等其他附属二级资本     

4.2 计入附属二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4.3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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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际资本合计 4,071,783 4,39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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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认可资产表 

公司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3 季度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1 
现金及流动性管

理工具 
601,723 - 601,723 1,018,171 - 1,018,171 

2 投资资产 25,867,170 - 25,867,170 24,958,208 - 24,958,208 

3 

在子公司、合营企

业和联营企业中

的权益 

10,000 -20,283 30,283 10,000 -17,973 27,973 

4 再保险资产 90,809 - 90,809 79,372 - 79,372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494,720 - 494,720 508,674 - 508,674 

6 固定资产 6,213 - 6,213 6,060 - 6,060 

7 土地使用权 - - -     - 

8 独立账户资产 260,400 - 260,400 269,477 - 269,477 

9 其他认可资产 35,755 5,451 30,305 29,139 5,571 23,568 

10 合计 27,366,791 -14,832 27,381,623 26,879,101 -12,402 26,89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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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认可负债表 

公司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3 季度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认可价值期末数 认可价值期初数 

1 准备金负债 21,348,950 20,532,438 

2 金融负债 470,045 575,702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778,851 751,601 

4 预计负债 325 325 

5 独立账户负债 260,400 269,477 

6 资本性负债 153,997 30,693 

7 其他认可负债 297,272 337,562 

8 认可负债合计 23,309,840 22,49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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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最低资本 

S05-最低资本表 

公司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3 季度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430,184 2,380,958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615,004 607,750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407,500 402,755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423,452 417,852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41,546 41,637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57,493 254,495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6,454 16,239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16,454 16,239 

1.2.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 - 

1.2.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 -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697,939 1,701,275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832,200 818,568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513,145 1,506,405 

1.3.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1.3.4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287 403 

1.3.5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74,844 203,672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24,482 28,332 

1.3.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847,019 856,104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995,755 925,518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134,869 135,424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953,438 882,327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92,552 92,232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823,211 796,331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71,758 73,493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71,758 73,493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216,314 223,583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104 -4,021 

3 附加资本 - - 

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3.2 D-SII 附加资本 - - 

3.3 G-SII 附加资本 - - 

3.4 其他附加资本 - - 

4 最低资本 2,426,080 2,376,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