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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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型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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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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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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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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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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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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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

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研究员，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任

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35 号。黎先生为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曾在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华泰保险、永安保险工作和任

职；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新闻发展中心副主任；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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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朝军：1972 年出生，河北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精算师，

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

〔2018〕112 号。路先生现任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

理。路先生曾任职石家庄常山集团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

司石家庄分公司业务部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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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获得重庆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中

级经济师，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任职批复

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234 号。陈先生现任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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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陈先生曾任职重庆高新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副主任科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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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善斌：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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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经济师，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

非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12 号。田先生现任重庆

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营事业部部长；渝富香港公司执行

董事。田先生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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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渝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王中合：1980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

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自 2019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渝银保监复〔2019〕327 号。王先生曾在原中国保监会工作多年，

曾任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常务副总裁（主持工作）。 

向志鹏：1975 年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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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5 月

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12 号。向

先生现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向先生曾任职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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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财务总监；重庆东银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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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东：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

业，获得学士学位，中级经济师，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

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12 号。现任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先生曾任职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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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江苏汇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国良：1950 年出生，中共党员，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获

得学士学位，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

监许可〔2018〕343 号。王先生曾任职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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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瑶珉：1960 年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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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6 月起

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205 号。林先生

现任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林先生曾任职于中国保险管理

干部学院财产保险教研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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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学：1965 年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毕业，一级律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 235 号。杨先生现任重庆伟豪律师事

务所执行主任。杨先生曾任职重庆经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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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珏：1954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会计

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235

号。彭女士现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女士曾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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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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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监事会有 5 位监事。 

姚卫：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宜昌大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大

专毕业，会计师，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任职批

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234 号。姚先生现任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先生曾任职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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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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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 

杨尘：1981 年出生，重庆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

位，注册会计师、中级经济师，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12 号。杨先生现任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互

联网学院运管中心主任。杨先生曾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担任教师；重

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楼宇运营部部长。 

黄中华:1985 年出生，中共党员，江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专业本科毕

业，自 2019 年 11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渝银保监复

〔2019〕417 号。黄先生现任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副总裁。黄先

生曾任职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经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金融事

业部经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助理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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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毅：1976 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本科毕业，获得西

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自 2019 年 11 月起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渝银保监复〔2019〕417 号。林先生现任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总监兼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主任。林先生曾

任职于原中国保监会重庆办事处稽核检查处产险科干部；原中国保监会重

庆监管局财产保险监管处干部、主任科员、副科长；原中国保监会重庆监

管局办公室文秘（综合）科副科长；原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保险中介监

管处主任科员；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副处长；重庆市金

融工作办公室保险处副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重庆市金融工作

办公室创新金融监管处处长；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创新金融监管处

处长。 

邹泽艳：1971 年出生，重庆工商大学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自 2020 年 8

月起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渝银保监复〔2020〕110 号。邹

女士现任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邹

女士曾任职于重庆康福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办秘书；重庆顶益国际食品有

限公司管理部一级主办员；西南生物工程产业化中试基地有限公司总经办

总经理助理兼人资部经理；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人事行

政部人事主管、经理；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行政管理室主

任；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总经办总监；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兼办公室主任助理（主持工作）。 

③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于致华：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毕业，国际高级理财规划师，2019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489 号。于先生曾任职于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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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险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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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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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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兼重

庆分公司总经理。 

徐永伟：1969 年出生，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2019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渝银保监复

〔2019〕452 号，2020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投资官，兼任资产管理部

总经理。徐女士曾任职汇丰银行高级交易员；渣打银行全球市场部副总

裁；花旗集团债券和利率衍生产品交易主管；荷兰安智银行金融市场部副

总裁；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首席投资官；中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部门负责人；中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首席投资官、资金运用部门负责人。 

杨婧：1977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毕业，注册

会计师、中级会计师，2019 年 8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

号为渝银保监复〔2019〕328 号，2020 年 7 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

兼临时合规负责人。杨女士曾任职于西南证券公司计划财务部预算分析部

副经理；原重庆保监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主任助

理；原重庆保监局中介监管处副处长、稽查处副处长、财产保险监管处副

处长；原重庆市万州区资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三峡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路朝军：1972 年出生，河北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精算

师，自 2018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

〔2018〕311 号，兼产品精算部总经理。路先生曾任职石家庄常山集团研究

所助理工程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业务部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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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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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宇：1976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毕

业，注册会计师、中国精算师、高级寿险管理师，自 2018 年 6 月起担任本

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15 号，兼财务会计

部总经理。刘先生曾任职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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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

财务总监；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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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风险官等职

务。 

刘再辉：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博士研究

生毕业，2018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

可〔2018〕908 号。刘先生曾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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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重庆

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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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风险官、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合规负责人。 

黄昌兵：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

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研究员、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自 2018 年 11

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965 号，

兼审计稽核部总经理。黄先生曾任职重庆城市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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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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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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  邹泽艳 渝银保监复〔2020〕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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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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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45.90  34,528.3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9,745.90  34,528.34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72.83  191.4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72.83  191.4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0,220.38 12,599.23 

净利润（万元） 33.99  -649.52  

净资产（万元） 67,980.59 69,3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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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11.88   257,776.39  

认可负债（万元）  202,421.84   185,483.80  

实际资本（万元）  70,590.04   72,292.6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70,590.04   72,292.60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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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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44.14 37,764.26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7,200.36 34,395.25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4,052.53   23,061.29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64.79   258.8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20,259.17   18,169.3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4,224.81   4,049.01  

风险分散效应  9,192.99   8,548.43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2,507.94   2,594.75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3,643.78  3,3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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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与分项可能有 0.01 的尾差 

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最近两次即 2020 年一季度、二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最近一次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2018 年 7 月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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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计划及改进措施 

三季度，围绕为经营发展保驾护航，公司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如下： 

一是开展合规大检查。重点梳理排查了业务条线合规风险点，开展了风

险合规部门同业务部门一对一的沟通，进行了整改完善。 



 

 12 

二是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印发《投资市场风险管理指引》《投资流动性

风险管理指引》《执业登记数据对外报送统一性管理办法》《银行保险业务

手续费管理办法》《中介业务渠道续期管理实施细则（2020 年版）》《个人

保险业务销售人员业务品质及合规管理办法》等 14 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内控

管理要求。 

三是开展风险监测报告。开展风险容忍度、关键风险指标监测、分析和

报告，积极运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开展日常风险管理工作。 

四是启动年度 SARMRA 自评。印发年度 SARMRA 自评工作方案，各部门开

展初评，对年度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和遵循情况进行摸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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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05 -13,589.06 

综合流动性比率（3 个月内）(%) 119.51 176.81 

综合流动性比率（1 年内）(%) 501.01 1054.68 

综合流动性比率（1-3 年）(%) -211.82 -194.96 

综合流动性比率（3-5 年）(%) 38.35 45.43 

综合流动性比率（5 年以上）(%) 23.92 22.18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1)(%) 3,602.94 2,767.22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2)(%) 3,012.74 2,592.47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本季度公司 3 个月内和 1 年内的综合流动性比率均大于 100%；1-3 年

综合流动性比率为负，原因是指标的分母“现有负债的预期现金流出合计”

为负数，主要由公司上半年新拓展的大量长期期缴保单引发，其续期保费现

金流能覆盖赔付退保等的现金流出，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是正面的；3-5 年

及 5 年以上现金综合流动性比率低于 100%，主要因公司存期为三年的资本保

证金即将到期引起的投资资产久期相对较短，另外公司还有大量未标明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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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可供出售权益类资产可随时变现，公司的现金流相当充足，压力情景 1

和压力情景 2 的流动性覆盖率均大于 3000%，满足极端情况下流动性要求。

本季度公司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总体处于安全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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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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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