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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1、22、23F。

（二）法定代表人
何勇生。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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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营区域
湖北省、辽宁省、河北省、安徽省、北京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四
川省、陕西省、福建省、内蒙古省、吉林省、江西省、浙江省、山西省、广东省。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
股权类别

期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国有股

1,100,000,000

14.11%

社团法人股

6,694,800,000

85.89%

外资股

0

0.00%

自然人股

0

0.00%

总计

7,794,800,000

100.00%

2．股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司股东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别
社团法人股
国有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国有股
社团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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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万股)
9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20000
20000

11
12
13
14
15
16
17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大连汇盛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大商嘉华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社团法人股

20000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国有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20000
14280
13200
10000
10000
2000
779480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
限公司

持股数量（万股）或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2,000

40%

14,233

7.81%

（七）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人员基本情况
何勇生，男，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
490 号。何勇生先生历任中国人保江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保监会合肥特派员办事处（后更
名为安徽保监局）主任（局长）、党委书记,中国保监会大连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保
监会辽宁省监管局巡视员兼大连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
曲德君，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现任万达金融集团总裁兼万达网
络金融公司董事长、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达商业”）董事 ,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董事。历任万达商业执行总裁兼万达商业管理公司总裁，万达酒店发展公司非
执行董事，万达商业高级副总裁、副总裁、总裁助理以及万达集团副总裁，加入万达集团前，
曾担任大连华晟外经贸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大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员等职。
纪铁民，男，大学学历。现任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自 2010 年 1 月起任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0〕9 号。纪铁民先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守备一师技术员、助理员，大连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主任，债务金融处副处长、
处长，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组建工作小组组长,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
周晓光，女，现任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2010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
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0〕9 号。周晓光女士于 1995 年创办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
司，2003 年 8 月浙江新光饰品公司升格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先后获得中国经营大师、
中国优秀女企业家、浙江省经营管理大师、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指导大师、浙江省关爱员工
优秀企业家、2004 年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2005 十大风云浙商之一、2007 全国十佳
巾帼建功标兵、2007 浙商创新大奖、2007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全国模范劳动关
系和谐企业家、2007 义乌十大慈善家、浙江改革开放 30 年功勋企业家、2010“卓越华商民
企新锐”、2010 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1998 年起先后当选义乌市十一届、
十二届人大代表、金华市第四届人大代表；2003 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 年当选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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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捷，男，研究生学历。现任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13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张永捷先生曾任职于珠江信托投资公司，美
国 CSUF 新兴金融市场研究中心，香港第一上海投资管理公司，加拿大皇家银行金融集团，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现任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大
连金石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叶青，女，大学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自
2013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516 号。叶青女士历任江
西省冶金厅所属单位财务人员，山东省青岛恒基置业有限公司任财务负责人兼办公室负责
人，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董峻伟，男，大学学历，美国金融学学位，现任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董事。曾就职于摩根斯坦利，2008 年至今担任大连建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2009 年起担任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封炜，男，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董事。曾在江西抚州市财政局工作，历任干部、副科长、科长、江西抚州市
财政局副局长、江西抚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2015 年 8 月起任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纪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教
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
生部研究生导师，2016 年 1 月当本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及博士生导师，担任中航资本，中金黄金，中核钛白等公司独立董事。
薛云奎，男，西南大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博士后，现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
士后研究员，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丁文奇，男，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2016 年 1 月份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中
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党组成员、副行长，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助理，大连证券交易中心党组
书记、总经理，中国证监会大连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党委书记、
局长，大连商品交易所顾问等。
邹水平，男，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09〕714 号和保监许可〔2015〕525 号。邹水平先生历任中国人寿江西新余市
分公司总经理，平安人寿甘肃分公司和陕西分公司总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组成员，信诚人寿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2）监事人员基本情况
王新权，男，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寿险〔2013〕99 号。王新权先生历任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处级干部，盘锦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盘锦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辽宁省建设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辽宁创业集团副总
经理，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辽宁华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辽宁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辽
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正厅职）。
张惠芳，女，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现任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监事。拥有多年并购投融资业务经验，包括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境内企业跨境
收购以及与并购相关的投融资交易等。曾就职于中信证券投行委，拥有 8 年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业务经验，曾在律师事务所专业从事公司并购、上市等法律事务服务工作。
谢曼，女，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现任洪城集团董事
会秘书，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监事。历任民生银行广州地产金融事业部客户经理，洪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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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投资部经理。
贾文军，男，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中级会计师，现任大连港集团有
限公司总会计师，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监事。历任大连友和财会软件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主
管，大连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助理，大连东正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负责人、审计部部长，中
国证监会大连特派办主任科员、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主任科员、大连证监局上市处副处
长、稽查处副处长等职。2015 年 1 月起担任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大
连港投融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文新，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现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用友幸
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监事。历任北京海淀华声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代表、杭州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裁、投资经营管理部总经理、企业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兼任随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易云捷讯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胡宝剑，男，大学学历，现任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2016
年 1 月当选本公司监事。历任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专员、投资规划部部长，江苏省高
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投资管理部经理。兼任南京乌江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安徽省舒城三乐童车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何大芳，女，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09 年 3 月当选
职工监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何大芳历任陕西师范大学讲师，中
国平安人寿区域人力资源部经理，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王任，男，大学学历，现任本公司党群工作部总经理，2009 年 3 月当选职工监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王任历任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营销企划、组训、秘书、
企划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本公司综合部副总经理。
王萍，女，大学学历，现任本公司运营部副总经理，2009 年 3 月当选职工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99 号。王萍历任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理赔部核赔室主任，平安人
寿总公司两核管理部核赔人员，本公司运营部核保核赔室经理、运营部总经理助理。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邹水平，男，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09〕714 号和保监许可〔2015〕525 号。邹水平先生历任中国人寿江西新余市
分公司总经理，平安人寿甘肃分公司和陕西分公司总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组成员，信诚人寿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陈新立，男，研究生学历，美国寿险管理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会员，现任
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714 号。陈新立先生历任中
国平安保险总公司(寿险)财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总经
理，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区总部）助理副总裁，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
总经理，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首席财务官。
孙晓红，女，大学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714 号。
孙晓红女士历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铜陵中支、淮南中支、合肥本部
经理，分公司健康险部副经理，个险营销部经理助理，平安人寿中西区事业部市场经营部副
总经理、总经理，平安人寿营销部北区总督导长助理、企划分析室主任，平安人寿山西分公
司总经理。
叶晓林，男，经济学博士，主任研究员，现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5〕317 号。叶晓林先生历任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外汇业务员，日本野村集团 COSMO 证
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课长，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海南康业投资公司董事
长，香港泰顺投资公司总经理，中华佳农企业集团公司总经济师，招远佳农公司董事长，日
本野村资本株式会社董事，本公司投资总监兼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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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男，工商管理硕士（EMBA），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特聘导师，现任本公
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42 号。白云飞先生从保险代理人做起，历任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讲师、组训、区经理、郊县负责人、中支负责
人、分公司营销部经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本公司业务发展总
监。
公冶庆元，男，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6〕247 号。公冶庆元先生历任太平洋保险抚顺分公司人身险部、营销部经理，平
安人寿沈阳分公司营业区经理、抚顺办事处地区经理，太平洋人寿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中
美联泰大都会人寿助理总裁、辽宁分公司总经理，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金盛）北方
区总经理，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顾问行销渠道副总裁兼大连分公司总经理。
荣红，女，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寿险〔2009〕1201 号。荣红女士历任大连市地方金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金融管理处副主
任科员、主任科员，大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银行与保险处副处长、处长，小额贷款
公司监管处处长。
章晖，男，研究生学历，拥有北美精算师（FSA）资格，是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现任
本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1522 号。章晖先生历任中荷人寿精算部
专员、主任、经理、部门总经理职务，本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副总精算师兼产品精算部
总经理。
李治非，男，研究生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现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
法律责任人，合规经营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563、
511 号。李治非先生历任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任副主任科员，首创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
法律合规部主管，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合规与金融调查经理、内审经理，瑞泰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任法律合规部经理。
张立伟，男，研究生学历，现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审计部总经理。张立伟先生历任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企划负责人，平安集团改革发展
中心麦肯锡项目成员，平安集团稽核部项目主管，平安寿险龙腾管理部人管室负责人，首创
安泰人寿财务部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投资后台负责人，天平汽车保险企划部负责人，国
华人寿财务负责人。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报告联系人姓名：

谷雨婷

电话：

0411-39828126

电子邮件：

guyuting@aeonlife.com.cn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3,852,683,341.59

上季度（末）数
2,972,242,570.10

178%

151%

4,683,169,937.89

3,952,729,166.40

195%

168%

B

A

3,128,470,331.91

3,025,291,223.18

净利润（元）

167,848,089.91

172,696,496.33

净资产（元）

7,971,569,034.78

7,980,187,902.69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保险业务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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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单位：元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认可资产

48,446,551,004.18

45,035,293,216.41

2

认可负债

38,844,493,081.33

35,304,925,405.17

3

实际资本

9,602,057,922.85

9,730,367,811.24

3.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8,771,571,326.55

8,749,881,214.94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830,486,596.30

980,486,596.30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1
1.1
1.2
1.3
1.4
1.5
1.6
2
3
3.1
3.2
3.3
3.4
4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寿险保险风险
非寿险保险风险
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调整
控制风险的最低资本
附加资本
逆周期附加资本
D-SII 附加资本
G-SII 附加资本
其他附加资本
偿付能力最低资本

单位：元
本季度（末）数
4,918,887,984.96
690,972,638.61
59,353,014.10
3,916,603,479.55
2,097,004,342.59
1,500,638,650.97
344,406,838.92
4,918,887,984.96

上季度（末）数
5,777,638,644.84
670,678,582.96
61,130,979.21
4,761,264,155.77
2,186,667,079.81
1,594,742,615.73
307,359,537.18
5,777,638,644.84

五、风险综合评级
依据保监会下发结果，公司在 2016 年第 1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A 类，在 2016
年第 2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百年人寿在 7 月 18 日开展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工作，本次自评估全公司各部
门均有涉及参与，本次主要工作内容为梳理材料，积极准备以便迎接保监会驻场评估。随后
于 8 月 10 日开始，对公司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现场评估。现场评估工作主要包括保监会评估

7

人员对公司所准备的材料进行一一检查；对保监会评估人员提出的疑问由公司进行相关解答
等。通过三周的评估工作使得公司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比如公司总体上制
度上比较健全和全面，但需要进一步细化；另外，制度上的逻辑要进一步理顺；遵循内有效
性方面，总体比较得力，符合公司目前发展阶段。目前评估结果保监会尚未公布。不过公司
已经采取相应措施将制度更加细化以及将具体评估点准确的分配给各个部门，以便之后每年
一度工作的开展。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综合流动比率
项目
净现金流
入(万元)

交易类现
金流

未标明到
期日的现
金流

132,768.4
7
-

综合流动
比率

预期现金流入或流出（非折现）
3 个月内

1 年内

1-3 年

3-5 年

5 年以上

1,077,776
.54

573,117.0
9

-170,249.
01

-512,725.
98

-261,074.
03

-2,166,25
9.93

-

4.4036

0.9585

0.6717

0.4959

0.1715

流动性覆盖率
流动性覆盖率
公司整体

压力情景 1
7.5756

压力情景 2
15.0649

投连账户

-

-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流动性风险可控，将持续关注流动性风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季度保监会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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