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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北滨大道二段 256 号 3 楼 

（二）法定代表人：黎已铭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经营区域：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经营上述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持股

比例

排序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

类别 
持股数量（万元） 持股比例（%） 状态 

1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 20,000.00 20 正常 

2 
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股 20,000.00 20 正常 

3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

股 
20,000.00 20 正常 

4 
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

股 
20,000.00 20 正常 

5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社会法人

股 
15,000.00 15 正常 

6 
重庆中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

股 
5,000.00 5 正常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本季度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本季度公司无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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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①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有 11 位董事。 

1.1 执行董事： 

黎已铭：1965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复

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35 号]。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金融学方向）

管理学博士毕业。先后担任华泰财险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永安保险重庆

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西南站副站长、

新闻发展副主任，万州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

备组组长等职务。 

路朝军：1972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河北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

精算师。先后担任将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经理，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负责

人，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负责人，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总精算师，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精算工作小组组长、三峡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等职务。 

1.2 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除副董事长外，所有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

事按姓氏笔画排名） 

陈美金：1979 年出生，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任职批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234 号]。重庆交通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

毕业，获得重庆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学位，经济师。先后担任重庆高新区国

库集中支付副主任科员，高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财务科长，重庆高科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挂职），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田善斌：1968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贵州工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获得学士学位，工程师、经济师。先后担任贵州省赤水市电力公司基建科副

科长、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办公室主任、规划设计室主

任，贵州安顺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四川中水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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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部并购重组处副处长，中

电投四川电力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副主任(正处级)，中电投四川电力有限公

司前期项目管理部主任、计划发展部副主任兼甘孜分公司筹备处主任，重庆

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营事业部部长，渝富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渝富香港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向志鹏：1975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工商

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先后担任重庆港蓝家沱

港埠公司财务部科长，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重庆东银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总监，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兼结算中心主任、财务总监，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皓若：1963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保监许可〔2018〕 328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

得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先后担任工商银行总行商业信贷部科员、副处长，

工商信贷部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公司业务部副

总经理，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中石油集团昆仑银行行长，交通银行

北京管理部集团客户部总经理，交通银行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新华联控

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金融事业部总裁等职务。 

谢东：1972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号

[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西南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获得

学士学位，经济师。先后担任无锡农行滨湖支行会计、外勤、主任，无锡滨

湖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公司业务经理，润地利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江苏汇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王国良：1950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

复文号[保监许可〔2018〕 343 号]。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获得学

士学位。先后担任交通银行镇江支行副经理、党组副书记，江苏省镇江市轻

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交通银行信托部副总经理，交通银行综合计划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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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

书记、董事长，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林瑶珉：1960 年出生，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

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205 号]。中国科学院大地构造研究所大地构造

与成矿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先后担任中国保险管

理干部学院保险教研室主任，交通银行厦门分行信托保险部副主任，中国太

平洋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筹备组成员，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副总经

理、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党委委员、经营管理委员会委

员、机构发展部总经理，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总

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董事长兼

总裁，北京燕梳新青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顾问，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等职务。 

杨家学：1965 年出生，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

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235 号]。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毕业，一

级律师。先后担任重庆经贸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等职务。 

彭珏：1954 年出生，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复

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235 号]。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会计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教授。先后担任成都市煤炭工业管理供销处会

计员、主办会计，重庆师范大学助教，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教、讲师、

副教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 

②监事基本情况（除监事会主席外，所有监事按姓氏笔画排名） 

本公司董事会有 4 位监事。 

姚卫：1968 年出生，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任职批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234 号]。宜昌大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专业大专毕业，会计师。先后担任农行南川支行稽核科、营业部、资金组织

部、信贷管理部副科长、主任、经理，农行涪陵分行公司业务部、信贷一处

副经理，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客户三部经理，恒丰银行重庆分行公司七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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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市场拓展二部副总经理，重庆同德投资集团财务管理部总

监，重庆中科控股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 

龙静峰：1964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西南大学经济理论与政策专业研究生毕业，

获得硕士学位。先后担任君安证券重庆民生路营业部投资银行部业务经理，

德恒证券重庆中山支路营业部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重庆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重庆市空港新城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重庆顺势创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三峡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业务小组成员、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总经理等职务。 

杨尘：1981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复文号

[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重庆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得

硕士学位，经济师，注册会计师。先后担任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重

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楼宇运营部部长等职务。 

张海生：1978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安徽财经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获得学

士学位。先后担任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业务管理部业务管理、

核赔员工，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部合规员工、法规部合规室主任、风

险管理部合规室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法律责任人，三峡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法律合规审计工作小组成员、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法律责任人等职务。 

③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报材料正在

申报中） 

黎已铭：1965 年出生，自 2018 年 12 月起担任公司临时负责人，报备监

管文号[三峡人寿〔2018〕353 号]。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金融学方

向）管理学博士毕业。先后担任华泰财险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永安保险

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西南站副站

长、新闻发展副主任，万州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筹备组组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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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致华：1972 年出生，2018 年 9 月入职，拟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

材料经公司复核后，已于 2018 年 12 月提交银保监会，目前处于任职资格的

审核中。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担任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万源县支公司经理、营销部经理，中国人民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个险部总经理兼成都本部总经理、总经理

助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险部总经理、销售委员会副主任，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委会成员，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四川分公司总经理，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临时负责人等职

务。 

姜睿：1970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

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276 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先后担任瑞泰人寿银保部经理，国民人寿北京分公司银保部经理，民

生人寿北京分公司银保部经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银保总监、总公司银保

部高级经理，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业务部负责人、银行保险

业务部总经理（兼任）、山东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网络销售部总经理，三峡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 

路朝军：1972 年出生，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

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311 号]。河北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

中国精算师。先后担任将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国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经理，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

负责人，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负责人，珠江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总精算师，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精算工作小组组长、

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等职务。 

刘文宇：1976 年出生，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

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415 号]，自 2018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首席风险

官。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国际保险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注册会计师、

中国精算师、高级寿险管理师。先后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职员、高级经理、精算部高级经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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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作组组长，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三峡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财务工作小组组长、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会计部总经理等职务。 

刘再辉：1972 年出生，自 2018 年 9 月起任公司合规负责人，2018 年 10 月

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813号]/[银保监许

可〔2018〕 908号]。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先后担任新疆克拉玛依市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新疆克拉玛依市炎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重庆市渝北区对外经贸委

员会副主任，重庆临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重庆临空现代服务业投

资促进公司副总经理，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董事会、监事会

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黄昌兵：1968 年出生，自 2018 年 11 月起任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

复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965 号]。西南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高级审计师、注册会计师、审计研究员。先后担任重庆城市管理学院会计

系讲师，重庆市审计局驻农办处（资源环保处）主任科员，重庆市审计局

科培中心（重庆市审计中心）副主任，重庆市审计局农业处副处长、支部

书记，重庆市审计局外资处处长、支部书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审计处处

长（主任），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工作人员，三峡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总经理等职务。 

④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职务 前任人员姓名 现任人员姓名  备注 

总经理                

拟任副总经理 

 安逸民 

 于致华 
 

任职资格尚在审核过程中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赵祯珍 （8623）65582617 zhaozhenzhen@tg-lif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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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80,761.15 85,037.4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80,761.15 85,037.4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880.88 5,710.4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80.88 5,710.42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281.43 556.79 

净利润（万元） -2,225.53 -1,503.91 

净资产（万元） 85,853.74 88,067.18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89,524.97 91,769.04 

认可负债（万元） 5,859.66 5,215.93 

实际资本（万元） 83,665.31 86,553.1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83,665.31 86,553.11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万元） 2,904.15 1,515.70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645.07 1,515.7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04.08 140.0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3.23 42.0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305.98 280.49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889.97 1,369.15 

风险分散效应 788.20 316.08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5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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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合计与分项有 0.01 的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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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最近两次，即 2018 年二季度、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 A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2018 年 7 月底 8 月初，原宁夏保监局对公司开展了 SARMRA 监管现场评

估，监管评估得分为 60.41 分，其中，基础与环境 16.33 分，目标与工具 4.18

分，保险风险管理 7.15 分，市场风险管理 6.52 分，信用风险管理 4.54 分，

操作风险管理 5.53 分，战略风险管理 7.72 分，声誉风险管理 6.51 分，流动

性风险管理 1.93 分。 

2018 年 4 季度，公司未对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开展自评。 

（二）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计划及改进措施 

四季度，围绕为经营发展保驾护航，公司继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启动 SARMRA 监管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收到监管反馈评估结果

和存在问题后，及时向银保监会和宁夏银保监局筹备组报告整改情况及下一

步整改计划。组织召开了监管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启动会，公司董事长进

行了动员讲话，对开展整改工作进行了部署，并下发了《2018 年监管评估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将监管整改要求落实到部门，积极组织整改。 

二是实施偿二代风险管理体系优化咨询项目。公司通过招标确定了咨询

机构，借助外脑协助公司完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立风险偏好、

关键指标、监测报告、操作风险损失数据、操作风险自评估、应急管理等工

作机制。 

三是进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立项。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加强同系

统供应商的沟通，借助偿二代风险管理体系优化咨询项目优化了风险管理信

息系统功能需求，经公司高级管理层审批，完成了系统建设立项。 

四是开展了资金运用条线风险管理情况评估。对照 SARMRA 评估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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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要求，对资金运用条线风险及管理情况进行了梳理，查找了不足，

制定了改进措施。 

五是组织开展年度合规检查。对公司各部门、重庆分公司的工作进行合

规抽查，形成了合规检查报告，并向各部门提出了整改建议，确保公司的整

体经营活动合法合规。 

六是开展流程优化专项工作。在上季度部署准备、问卷调查与访谈、

完善重点流程的基础上，开展了各部门风险矩阵梳理，对各流程风险点、

控制措施进行了梳理和风险等级评估，为下一步实施改善打好基础。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万元） -4,660.72 -50,842.42 

综合流动性比率（3 个月内）(%) 586.93 1,142.48 

综合流动性比率（1 年内）(%) 552.18 990.87 

综合流动性比率（1-3 年）(%) 121,340.02 125,918.93 

综合流动性比率（3-5 年）(%) 24,420.04 20,190.51 

综合流动性比率（5 年以上）(%) 1,064.15 3,752.12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1)(%) 741.40 5,021.10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2)(%) 946.95 1,363.12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公司本季度综合流动性比率及各种压力情景下流动性覆盖率等指标

均大于 100%，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处于安全区域内，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开

业一年的新公司，资金充足，投资资产配置也充分考虑了资产的流动性。 

2、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 

为保持公司的健康发展，使公司能够应对极端压力下的流动性需求，公

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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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保证总资产收益率的要求下，公司配置适量优质流动性资产，包括

现金、货币基金、短期存款等，保证公司的流动性资产比例不低于总资产的

5%； 

（2）上述优质流动性资产能满足公司可以预期到的退保、大额赔付、满期

给付。即使在退保率、赔付率突然上升的情况下，该类资产也基本能满足未

来的支付需求。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监管机构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二）公司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本季度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