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2020年第1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一、 基本信息 
 

（一）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一期 10 层 1013-1014 单元 

 

（二） 法定代表人 

蔡莉莉 

 

（三）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在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除法

定保险以外的下列保险业务：（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三）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四） 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东 1：信利再保险美国公司：持股 51% 

股东 2：信利保险公司 SE：持股 49% 

 

（五）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信利再保险美国公司（直接控股股东） 

AXA SA（最终母公司） 

 

（六）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无 
  

（七）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 董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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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目前共有5名董事，其中1名为执行董事，其余4名均为非执行

董事。 

 

执行董事： 

薛菲: 薛菲先生生于1980年1月，于2018年9月26日出任公司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8〕910 号。薛菲先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拥有国际经济法硕士学

位，并于2016年获得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的高级领导力课程证书。在加入本公司此前, 

曾就职于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担任华南市场及上海业务负责人长达10多年之久。

在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工作5年后, 薛菲先生于2012年协助成立了佳达

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加入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之前，薛菲先

生曾在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非执行董事： 

蔡莉莉女士：蔡莉莉女士生于1958年8月，于2016年4月28日出任本公司董事长

（保监许可〔2016〕315 号）。在此之前，蔡莉莉女士于2013年6月20日出任本公司董

事（任职资格批准文件：保监国际〔2013〕579 号）。蔡莉莉女士毕业于新加坡新月

女子中学。自2008年4月起担任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亚太区高级副总裁暨总经理，全面

负责、支持与管理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公司运作，以及亚

太区其他相关事务。2015年5月1日，信利集团公司宣布完成对原凯林集团的并购，蔡

莉莉女士担任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北亚区负责人及亚洲区运营总监至今。蔡莉莉女士

于1996年10月加入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之后，先后担任高级核保经理、

副总裁助理以及副总裁。在加入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之前，曾在 Frankona 

Reinsurance Company担任核保经理。1975年1月至1990年1月就职于Provincial 

Insurance plc，先后担任行政执行、行政经理、个人业务部经理等职务。 

梁慧筠女士：梁慧筠女士生于1970年3月，于2013年1月22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

职资格批准文件：保监国际〔2013〕50 号）。梁慧筠女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获会

计学学士学位。自2012年4月以来担任信利集团保险业务亚洲区财务负责人一职，全面

负责信利集团保险业务在整个亚洲区的财务工作。在此之前，她是信利保险有限公司

（2013年7月29日更名为信利保险公共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的财务总监，任期自2001

年7月至2012年3月底。在加入信利保险有限公司之前，梁慧筠女士于2000年7月加入瑞

士丰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担任高级财务经理。在此之前，她曾就职于安永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经理一职。 

林永成先生: 林永成先生生于1976年9月9日，于2017年3月27日出任公司董事（任

职资格批准文件：保监许可〔2017〕272 号）。林永成先生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精算

科学专业，获学士学位。于2006年11月加入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担任定

价精算师一职，主要负责亚太区再保险条约的定价，建模、定价、损失预留等精算相

关工作。2013年3月，林永成先生由于业绩突出，被邀请转至业务端担任核保一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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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公司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多条产品线合约核保及管理工作。林永成先生

在进入信利保险之前，先后加入安盛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以及英杰华（亚洲）有限公

司/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控股，并担任精算执行。 

Daryl Gomez先生：Daryl Gomez先生生于1981年1月12日，于2017年10月25日出任

本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件：保监许可〔2017〕1234 号）。Daryl Gomez先生毕

业于新加坡管理大学，取得了会计和商业管理双学士学位，并于2010年取得哈特国际

商学院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学位。Daryl Gomez先生于2014年1月加入凯琳新加坡私人

有限公司担任合规经理。2015年5月，信利集团公司宣布完成对原凯林集团的并购，

Daryl Gomez先生担任新公司的合规经理。2017年7月，Daryl Gomez先生担任亚太区合

规与监管事务负责人。在加入凯琳之前，Daryl Gomez先生曾服务于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担任国际主要经纪业务专员、Capital International 担任绩效助理、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担任战略发展处助理总监以及Howden Asia Pte. Ltd. 担任合规经

理。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1位监事，未设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金诗薇女士：金诗薇女士生于1980年6月，于2014年5月14日出任公司监事（任职

资格批准文件：保监许可〔2014〕360 号）。金诗薇女士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

得硕士学位；并于2008年被美国保险协会授予风险管理师证书。金诗薇女士于2007年

加入信利集团，任北京代表处代表，负责集团子公司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的筹

建。并于2011年担任已经筹建完成的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业务支持经理。2013

年5月，金诗薇女士加入信利集团公司的全球项目卓越中心担任全球项目和网络服务高

级经理，负责信利集团针对跨国企业全球保险需求所提供的保险解决方案——全球项

目的管理至今，常驻英国伦敦。在加入信利集团之前，金诗薇女士曾加入杰富瑞投资

银行上海代表处任投资银行部分析师。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薛菲: 薛菲先生生于1980年1月，于2018年8月21日出任公司总经理, 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8〕723 号。薛菲先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拥有国际经济法硕士

学位，并于2016年获得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的高级领导力课程证书。作为公司总经

理，薛菲先生主要负责监督及协调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在加入本公司此前, 曾就

职于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担任华南市场及上海业务负责人长达10多年之久。在佳

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工作5年后, 薛菲先生于2012年协助成立了佳达保险

经纪(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加入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之前，薛菲先生曾

在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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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丽卿：居丽卿女士生于1984年4月，于2014年12月5日出任公司审计责任人，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927 号。居丽卿女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取得了会

计法律双学士学位。她先后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审计工作达8年，最近三年担任审计经理的职务。作为本公司的审计责任人，居丽卿女

士主持负责本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居丽卿女士于2014年加入信利保险中国。 

王耘之: 王耘之先生生于1971年5月，于2015年7月14日出任公司总精算师，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713 号。王耘之先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和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精算科学专业证书。王耘之先生是中国精算师。他于

2010年加入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负责公司精算相关工作。之前，王耘之先生

历任大众保险公司风控精算部总经理，太平保险研发部总经理助理等职，在准备金评

估、定价、风险管理、资本规划、再保险安排、营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耘

之先生作为本公司的总精算师，其主要职责包括评估各项准备金以及相关负债，定

价、再保险安排、偿付能力管理以及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保险公司总精算师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相关职责。王耘之先生兼任公司首席风险官。 

黄斌: 黄斌先生生于1982年2月，于2017年6月19日出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

批准文件号为保监许可〔2017〕579 号，并于2017年7月27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职批准文件号为保监许可〔2017〕857 号。黄斌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

法学士学位。黄斌先生于2016年12月加入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担任法律合规部

经理一职，主要负责主持本公司法律合规工作。在加入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之

前，黄斌先生先后就职于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合规与风险管理

部，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作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斌先生负责公司董

事会的运作和信息披露等工作；作为合规负责人，黄斌先生负责主持本公司法律合规

工作。 

顾云华：顾云华先生生于1976年8月，于2017年7月25日出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职批准文件为保监许可〔2017〕811 号。顾云华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投资

经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中级会计师职称,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此前顾云华先生历

任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预算处经理，美亚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襄理等职务。 作为本公司

的财务负责人，顾云华先生主要负责本公司的财务工作。 

 

（八）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顾云华 

联系电话：021-605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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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指标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一）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44.44% 362.81% 

（二）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861.12 10,424.26 

（三）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44.44% 362.81% 

（四）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861.12 10,424.26 

（五）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六）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0.00 -54.65 

（七） 净利润（万元） -523.73 1,004.72 

（八） 净资产（万元） 13,989.62 14,513.35 

 

三、 实际资本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认可资产（万元） 23,697.35 24,669.32 

认可负债（万元） 9,802.14 10,278.62 

实际资本（万元） 13,895.21 14,390.70 

核心一级资本 13,895.21 14,390.70 

核心二级资本 0.00 0.00 

附属一级资本 0.00 0.00 

附属二级资本 0.00 0.00 

 

四、 最低资本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最低资本（万元） 4,034.09 3,966.44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012.02 3,944.75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822.17 2,482.0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388.58 377.5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096.47 2,394.74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2.07 21.70 

附加资本（万元） 0.00  0.00  

 

五、 风险综合评级 

 

    最近一次（2019年 3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B类。上一次风险综合评级（2019

年 2季度）的结果为 B类。 

六、 风险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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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78.90。其中，风险管

理基础与环境13.88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8.28分，保险风险管理8.11分，市场风险管

理8.84分，信用风险管理7.52分，操作风险管理8.09分，战略风险管理8.24分，声誉风

险管理7.64分，流动性风险管理8.31分。 

 

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报告期最新进展 

 

我公司于2019年2季度对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

要求与评估》中对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开展了一次风险管理自评估。2019年2月份，首

席风险官拟定了SARMAR工作计划，2019年3月8日向风险监管委员会征集了对SARMRA 工作

计划的意见。2019年5月1日到2019年6月21日，风险责任人进行了事实搜集和基础打分评

判的工作，对制度健全性和执行有效性进行评估，搜集证据。2019年6月10日到2019年6

月25日，草拟SARMAR 报告。风险自评估工作是经过年度风控工作整体计划的，执行的标

准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评估之前，

管理层重新审阅了所有风控制度，关注持续的改进。风险责任人对每个得分的要点搜集

证据，并进行初评。首席风险官审阅了初评评分。2019年自评估结果89.2分，略低于

2018年的自评估结果（89.4），略高于2017年的监管评分（78.9 分）。公司根据风险管

理自评报告的建议，更新了以下制度：《公司风险管理框架》、《财务风险政策》、

《保险风险政策》、《操作风险政策》、《声誉风险政策政策》以及《战略风险及战略

规划管理制度》等。本公司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号：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第十一章所规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的监管评分，作为风险管理

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以上评分，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风险制

度执行有效性方面与公司2018年情况相比，基本保持稳定。 

通过风险管理自评，公司各部门和个人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关于改进措施

的计划，包括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管理流程的梳理与优化、制度执行有效性等

情况。今后我司将逐步落实和实施这些改进措施。 

2016年、2017 年保监会对本公司开展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SARMRA），并向我公司通报评估结果。我公司2016年、2017 年SARMRA 得分分别为

78.75、78.90 分。公司向公司内部以及集团通报了评估结果并且深入地讨论改进措施。 

 

七、 流动性风险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万元 净现金流 未来1季度 未来2季度 未来3季度 未来4季度 合计 

 基本情景 -1,291.97 -1,432.39 -1,941.41 -3,731.47 -8,397.24 

 压力情景一 -1,291.97 -1,437.07 -1,422.84 -1,514.51 -5,666.39 

 压力情景二 -3,172.52 -2,950.84 -3,169.03 -4,725.48 -14,0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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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流动比率 3个月内 1年内 1年以上 

 8268.43% 1744.40% 22.62%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压力情景2 

 
215.23% 87.65% 

 
（二） 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根据对现金流的压力测试，本公司主要流动性风险存在于： 

 

（1） 在压力情景条件下，保费收入减少及银行定期存款本息无法收回将对我司净现金

流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以后者影响更甚； 

 

（2） 我司目前的资产组合预期在报告时点1年以后现金流入较少，而我司目前的负债

组合预期在报告时点1年以后存在现金流出4,580.34万元，1年以上的综合流动率

低于100%。 

 

    我们估计，所有保费都可以在1年内收到，但索赔可能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支付（由

于责任保险的长尾特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流动性比率从3个月内的8268.43%下降到了

1年的22.62%。 

    根据上述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讨论分析，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司将针对重要大

额保单，加强与客户及经纪人的沟通和信息交流，确保重大保单的续保，同时拓展业务

渠道，促进业务发展，进一步加强防范因保费收入剧烈变动对公司净现金流产生的压力。 

    我司将密切关注银行存款存放银行的评级和资本充足率信息，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

取行动，避免发生本息损失。 

    我司将继续加强大额赔案支付的预测准确性，保证公司流动性不受大额支付的影响。 

    此外，针对报告时点后四个季度预计现金净流出的情况，我司除了继续加强保费催

收工作，争取资金早日回笼，在资金运用方面，还将继续以活期存款及3个月的定期存款

作为主要的投资形式。因此公司资产流动性非常强，预测流动性覆盖率较高。故我们认

为，预测的未来4个季度现金流量为负数并不会对我司偿债能力有实质影响。 

 

 

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二） 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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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事项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司2019年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审计

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后附的偿付能力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偿付能力专题财务报

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此外，我司2019年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主要指标与审计报告主要指标差异如下： 

 

行次 项  目 
4季度数             

（万元） 

审计数           

（万元） 
差异（万元） 

1 认可资产 24,724.43 24,669.32 -55.10 

2 认可负债 10,944.37 10,278.62 -665.75 

3 实际资本 13,780.06 14,390.70 610.64 

3.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3,780.06 14,390.70 610.64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    -    -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    

4 最低资本 4,226.33 3,966.44 -259.89 

4.1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203.21 3,944.75 -258.47 

4.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    

4.1.2     非寿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729.67 2,482.07 -247.60 

4.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77.71 377.54 -0.17 

4.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477.39 2,394.74 -82.65 

4.1.5               风险分散效应 1,381.55 1,309.60 -71.95 

4.1.6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    

4.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3.12  21.70    -1.42  

4.3               附加资本 -    -    -    

5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9,553.73 10,424.26 870.53 

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26.05% 362.81% 36.76% 

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9,553.73 10,424.26 870.53 

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26.05% 362.81% 36.76% 

 

认可资产及认可负债的调整主要包括：（1）调减准备金负债846.76万元，相应调减

应收分保准备金226.98万元；（2）银行时间性差异调整调减银行活期存款78.62万元，

并相应调减应付分保账款；（3）期末留抵增值税进项税及未收回营业税退税253.69万元

从认可负债表应交税费调整至认可资产表其他资产。 

 

最低资本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未决赔款准备金调减带来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以及信用

风险最低资本的减少。我司2019年最低资本最终审计调减259.8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