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2017年第1季度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SINOSAFE GENERAL INSURANCE 

CO.,LTD





目　　录

一、基本信息.........................................................................................................................1

二、主要指标.......................................................................................................................16

三、实际资本.......................................................................................................................16

四、最低资本.......................................................................................................................17

五、风险综合评级...............................................................................................................17

六、风险管理状况...............................................................................................................17

七、流动性风险...................................................................................................................17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18





1

 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5号金丰城大厦2层A23楼

（二）法定代表人  

李光荣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各种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飞机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信用

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损失

保险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办法定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公

司办理检验、理赔、追偿等有关事宜；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经营区域

北京、上海、深圳、广东、湖南、福建、广西、江苏、四川、浙江、大连、山东、重

庆、云南、陕西、辽宁、江西、山西、天津、安徽、湖北、河南、宁波、黑龙江、河北

、贵州、青岛、内蒙古、吉林、海南。

（四）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单位：万元）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权类别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

股东增资

公积金转

增及分配

股票股利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国家股

国有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210,000 100 — — — — 210,000 100

外资股

其他

合计 210,000 100 — — — — 210,000 100

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

中填列股权数额（单位：万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司出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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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

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

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国有企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持有的股权。

2．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类别

期末持股数量

（万股）
期末持股状态

期末持

股比例

1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42,000 被质押股权数

量26,880万股
20.00%

2 广州市泽达棉麻纺织品有限公

司
社团法人股 31,020 正常 14.77%

3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26,250 正常 12.50%

4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

司 
社团法人股 25,500

被质押股权数

量25,500万股；
被冻结股权数

量25,500万股

12.14%

5 北京国华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8,000 被质押股权数

量18,000万股
8.57%

6 上海圣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8,000 被质押股权数

量18,000万股
8.57%

7 广州市鑫中业投资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5,600 被质押股权数

量12,850万股
7.43%

8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5,000 被质押股权数

量14,378万股
7.14%

9 广州市百泽实业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8,880 被质押股权数

量7,080万股
4.23%

10 深圳市深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7,500 正常 3.57%

11 广州利迪经贸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2,250 正常 1.07%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为

关联股东，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海

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五) 实际控制人

截至报告期末，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权，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至报告期末，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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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荣 49,300.00 98.60%

王  力 500.00 1.00%

方胜平 200.00 0.40%

合计 50,000.00 100.00%

李光荣持有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98.60%股权，为华安保险的实际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名称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5000 5000 0 21.22 21.22 0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000 18000 0 90.00 90.00 0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16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4人，非执行董事6人，独立董事6人。

执行董事：

李光荣，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安

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局咨询委员会主席、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理事长、世界生产力科学

院院士、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北

京特华财经研究所所长、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副理事长。

李先生加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来，历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

在加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前，李先生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厅科长、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证券部经理、湖南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业务发展部总经理等职务。

李先生精通风险投资、资本运营及现代企业管理，自担任我公司董事长以来，致力

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了“责任、专业、奋进”的经营理念，大力推动产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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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履行保险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为公司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带领

华安走上了一条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4]1700号（2004年12月27日）

陈爱民，195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执行董事、董事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委员。

在加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前，陈先生历任零陵师范校团委书记、零陵地

区旅游局潇湘宾馆总经理、零陵地区行署地委接待处处长、长沙东塘百货大楼副总经理

、长沙市通程集团董事、长沙市通程集团副总经理、长沙市商业银行副董事长等职务。

陈先生任职以来，协助董事长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组织解决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坚持诚信、尽职、勤勉的职业精神，完成了董事会赋予的任务，切实维护

了员工、公司、股东的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4]1699号（2004年12月27日）

童清，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委员、总裁。

童先生加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来，历任支公司经理助理、中心支公司总

经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部门

经理、区域销售总监、董事长特别助理、副总裁等职务。

在加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前，童先生历任湖北武穴市工商银行人事科科

长、深圳华鑫贸易公司经理、中保深圳分公司沙河支公司发展部经理等职务。

童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完成董事会赋予的任

务，全面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并主管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和北京代表处工作，

并代表董事会主管稽核调查部，切实维护了员工、公司、股东的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297号（2011年8月15日）

李晓，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提名

薪酬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铜陵精达

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之前，李先生历任国家建材局规划研究

院综合规划所助理工程师、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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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铜陵精达特种

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组织拟定了董事、高

管人员的业绩考核办法，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

核，完成了董事会赋予的任务，切实维护了员工、公司、股东的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297号（2011年8月15日）

非执行董事：

闻安民，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渤海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闻先生1984年加入保险行业，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泰康人寿，历任副处

长、副总经理、总经理、总督导等职务；2006年2月至2009年10月，在海航集团有限公

司工作，任保险项目组组长；2009年10月任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

15年7月任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闻先生有着丰富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经验，积极为公司经营管理献计献策，在公司

业务发展、风险管控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勤勉、尽责地完成了董事会赋予的任务

。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297号（2011年8月15日）

金平，1954年出生，中共党员，副研究员，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之前，金先生先后在安徽省测绘局、

原国家计委和神华集团工作，2008年5月至2014年7月出任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年9月出任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1年12月出任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2012年5月出任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金先生在任职期间组织制订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积极参与公司战略决策，勤

勉尽责地履行了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完成了董事会赋予的任务，切实维护了员工、

公司、股东的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297号（201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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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盛明，194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

事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教授、博导。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之前，何先生历任北京中央财政金融

学院教师、甘肃天水一机部长域开关厂科长、中南财经大学校长、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

长、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何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领导公司预算工作的

开展，组织制定公司计划和预算制订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审议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预算

方案，完成了董事会赋予的任务，切实维护了员工、公司、股东的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4]1699号（2004年12月27日）

袁长安，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

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之前，袁先生曾先后任湖南省银行学

校校团委书记、湖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部经理、湖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业务发展部经理、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计划资金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等职务。

袁先生对资本市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尤其在固定收益类产品领域

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凭借对市场机会的有效把握，使公司获得

了远高于业内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8]1250号（2008年9月23日）

卢建之，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

董事，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现任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之前，卢建之先生历任湖南众立实业

集团干部，益阳大丰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广州中科恒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组织拟定董事、高管

人员的业绩考核办法，监督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完成了董事会赋予的任务，切实维

护了员工、公司、股东的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4]312号（2014年4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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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默，197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

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现任渤海人寿财务负责人。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之前，赵女士历任美国纽约保险学院

会计部会，AE CAPITAL MARKETS, 

INC.总经理助理；海南通汇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任总经理，长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筹备组副组长，北京正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MANILA EXPRESS 

INC.高级会计师，深圳雨和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副总经理，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合规负责人，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

赵女士具有国内外十多年的金融财务从业经验，先后在多家金融企业从事过财务实

务及管理工作，熟悉保险行业的财务管理要求，具备优秀的领导力和财务管理能力。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1202号（2016年11月24日）

独立董事：

冯建友，1973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现任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经纪信用事业部任两融、股票质押及创新

业务研究员。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前，冯先生历任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公

司电气技术助理工程师，安徽财经大学管理学院教师，上海浦东新区沣尚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副总经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煤炭、电力行业研究员兼任综合主

管，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经纪信用事业部任两融、股票质押及创新业务研究员。

冯建友先生具备工程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的教育背景，有生产建设型企业、高

等院校、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研究机构及创新业务部门的工作经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1141号（2016年11月8日）

胡坚，1957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

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第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北

京市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首都女教授协会副会长。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前，胡坚女士历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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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第六届海淀区政协常委、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四届执行委员、

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

理事、首都女教授协会副会长。

胡女士长期致力于投资学与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中国证券市

场、亚洲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与实务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

中国保监会于2014年7月14日核准了其担任我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4]616号（2014年7月14日）

Erik Helge 

Weiner，1963年出生，瑞典人，威廉姆斯学院文学学士，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预算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前，曾在高盛集团工作，先后任高盛

纽约办公室分析师、高盛纽约办公室经理、高盛纽约办公室副总裁、高盛纽约办公室董

事总经理、高盛投行部董事总经理等职；在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工作，曾主

管一般工业组、亚洲和日本金融机构和政府事务组等多个行业组，先后任董事总经理、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等职；在亚太置地有限公司工作，曾任集团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运营

官；2010年8月加入巴克莱亚洲有限公司，曾任巴克莱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

重建亚洲金融机构业务。现Weiner先生成立了一家投行公司，专注中美市场的投行业务

。

Weiner先生从事金融企业咨询、多领域投资、大型金融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多年

，拥有超过25年金融行业咨询及管理经验，具备丰富的金融理论知识、市场洞察力以及

风控意识，并在任职期间取得了良好的工作业绩。中国保监会于2014年12月22日核准了

其担任我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4]1069号（2014年12月19日）

王宏远，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席董事

长。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前，王宏远先生历任深圳特区证券研

究所研究员、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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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监、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投资官等职务。

王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独立地履行了职责，通过各种方式对公司

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情况予以关注，尤其对公司的资产管理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743号（2015年7月16日）

金晓斌，1954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副研究员。华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证券

交易所信息披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务专业评审专家，上海时代经

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曾任海通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海通吉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

事长、海通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副主任、海通证券董事会秘书、H股公司秘书、公司授

权代表（副总裁）公司总裁助理、研究所所长、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并购融资部总经

理等职务。之前曾在中国海军任职。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5]1157号（2015年11月27日）

詹昊，1971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风

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安杰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前，詹先生还担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车险专家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律师团律师、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

欧洲法律协会会员、全国律协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

会委员等职务。

詹先生不仅在法律专业上颇有造诣，还在保险、保险资产管理、再保险等领域具有

很强的实务经验。中国保监会于2016年8月8日核准了其担任我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769号（2016年8月8日）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3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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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清，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张先生1999年加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计划财务部会计核算处税务主管、

计划财务部资产管理中心资产实物管理分析，2000年加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计划

财务部综合管理中心税务助理、计划财务部财务控制中心税务控制经理、计划财务部财

务稽核中心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张先生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并深入实际考察和调研，加

深对公司的了解，全力推进公司合规经营与风险控制，审慎勤勉地行使监督权力，尽职

的完成了监事的职责，维护了股东、公司和员工的合法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297号（2011年8月15日）

于林伟，1966年出生，注册会计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深信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之前，于先生历任哈尔滨工程学院财经系教

师、深圳市立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深圳市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深

圳市深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于先生2004年加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2007年至今，于先生任深圳市深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于先生出任监事以来，按时出席监事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定时检查公司财务

情况，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尽职的完成了监事的职责

，维护了股东、公司和员工的合法利益。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2]85号（2012年1月30日）

龚小锐，197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在出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之前，龚先生历任深圳利宝投资贸易集团公

司人力资源部人事主管，华安保险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文员、室副主任、团委书记、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华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筹建负责人、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6〕1265号（201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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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童清，男，1967年7月出生，湖北人，中共党员。

1989年9月至1992年6月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金融专业学习（大专）；2000年9月至200

3年6月在空军雷达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本科）；2001年7月至2004年12月在

华中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习（硕士研究生）。

2010年3月起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2010

年9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负责人；2010年11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2011年8月起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0]1347号、保监产险[2011]1297号。

刘培桂，男，1963年6月出生，江苏人，中共党员，经济师。

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广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本科）。

2009年10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总经理；2011年6月任华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2011年8月兼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责任

人；2014年4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785号。

林华有，男，1964年8月出生，广东人，中共党员，经济师。

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就读于中山大学数学系（本科）；1997年9月至1999年7月就读

于中山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

2008年6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不再担任董事长助理；2011年8月兼

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2013年9月不再兼任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8]719号。

张雷，男，1963年4月出生，湖南人，中共党员。

1988年9月至1990年8月在湖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习（大专）；2000年8月至2002年1

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本科）。

2009年3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2009年9月兼任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2010年3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0年12月不再

兼任公司审计责任人；2013年12月不再担任公司合规负责人；2016年8月起任公司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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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8]84号、保监法规[2009]273号、深非公党委通

[2016]65号。

秦亚峰，男，1973年11月出生，湖南人，经济师。

1991年9月至1993年7月在长沙职大计算机专业学习（大专）；2001年9月至2004年9月

在湖南商学院会计专业学习（本科）；2008年至2010年在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硕士研究生）。

2008年7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2010年7月起至今任华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2014年1月不再兼任资产管理中

心总经理；2014年1月任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0]670号。

饶雪刚，男，1969年12月生，湖北人，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2年7月本科毕业于机械学院工商会计专业；2004年7月研究生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学专业。

2003年8月至2011年1月在中国华星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任副总裁；2011年1月至2011年6

月在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收购及接收组任股东代表。

2011年10月起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4月其任华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16年8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16年1

1月至今任公司首席风险官。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财会[2011]1526号、保监许可[2014]616号、深非公党委通[2016]6

5号。

封智君，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

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北京财贸学院（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金融专业学习（本科

）。

2009年10月至2010年12月在安诺保险经纪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

在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收购及接收组任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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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起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405号。

王建伟，男，1971年9月出生，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MBA主讲教师。

1991年9月至1996年7月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汽车工程系（本科），辅修管理工程专业

；1998年9月至2001年6月就读于湖南大学金融学院精算理论与实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9年赴香港英国保诚保险公司考察学习；2002年9月至2006年6月就读于湖南大学金融学

院金融管理与金融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9年10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挂职锻炼）；2010年

3月被指定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临时负责人；2010年6月任华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2年3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分公司总经理；2012年12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5年9月兼

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2]1482号。

范丹涛，女，1971年12月出生，四川人，中共党员，经济师。

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保险专业（本科）；2000年7月至2002年2

月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硕士研究生）。

2006年8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精算企划部总经理；2010年11月任华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承保管理部总经理；2012年6月兼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总公司学贷险部总经理；2012年12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保证险部总

经理，兼任财产险部总经理；2013年2月不再兼任财产险部总经理；2013年8月任华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3]113号。

徐军，男，1976年4月出生，江苏人，中共党员。

1994年9月至1998年7月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经贸英语专业（本科）。

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任海航集团国际事务发展部副总经理；2011年1月至2013年8

月任海航集团国际投资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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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至2015年2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5年2月起任华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3]555号。

张琳，女，1970年10月出生，河南人，中共党员，经济师。

1988年9月至1992年8月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保险专业（本科）；1992年9月至1995年2

月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保险专业（硕士研究生）；2001年9月至2004年12月就读于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保险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8年11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再保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0

年7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再保部总经理；2014年7月至2016年5月任公司

总裁助理兼再保暨国际关系管理部总经理；2016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再保暨国际关

系管理部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4] 616号。

熊焰，男，1970年4月出生，湖北人，高级工程师。

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就读于北方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1999年至2002年6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7年9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其中2007年9月至2010年3月兼任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2010年3月至2013年9月兼任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7]1120号。

麦建立，男，1969年7月出生，广东人，经济师。

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就读于南开大学金融保险专业学习（本科）。

2008年5月至2011年7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7

月被指定为广西分公司临时负责人；2011年8月正式聘任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

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2年3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总

经理；2014年7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广西分公司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4]6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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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延旗，男，1956年11月出生，山东人，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81年9月至1983年7月在职就读于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大专）；1994年6月至1996

年6月在职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结业）；1997年3月至2000年

1月在职就读于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本科）。

2008年3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2014年7月任华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4]616号。

笪恺，女，1971年6月出生，湖北人，中共党员，三级律师。

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法专业（本科）；1993年9月至1995年8月

就读于武汉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95年9月至1998年7月就读于武汉大学法

学院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8年3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合规部总经理；2013年4

月兼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2013年7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12月兼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2014年5月

起不再担任公司法律责任人。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许可[2013]127号、保监许可[2013]550号。

王新荣，男，1966年10月出生，陕西人，中共党员。

1986年至1990年7月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全日制本科）；2003年就读于西

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

2007年3月至2008年11月任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08年11月至2010年1

2月任总公司稽核调查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0年12月至今任总公司稽核调查部总

经理；2011年6月兼任公司审计责任人。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785号。

郭磊，男，1977年8月出生，河北人，中共党员。

1996年9月至2000年7月就读于南开大学保险精算专业（本科）；2010年9月至2012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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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读于南开大学应用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8年4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精算企划部（后更名为精算运营及风

险管理部，下同）总经理助理；2011年5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精算企划

部副总经理；2012年6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承保管理部副总经理；2012

年12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车险部副总经理；2013年9月任华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信用保证险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5年9月任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精算责任人。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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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慧

联系电话：           0755-84488296

二、主要指标

序号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67.00 296.69

2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86,628.50 299,768.45
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0.54 311.97
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309,868.06 323,058.73
5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类 A类
6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288,994.78 289,473.63
7 净利润（万元）

附属

254.95 4,171.91
8 净资产（万元） 483,563.36 478,918.55

三、实际资本

序号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认可资产（万元） 1,452,048.06 1,394,107.88
2 认可负债（万元） 970,544.39 918,643.88
3 实际资本（万元） 481,503.67 475,464.00
4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458,264.11 452,173.72
5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6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23,239.56 23,290.28
7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附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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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64,915.31 146,437.92

1.1   寿险保险风险 - -
1.2   非寿险保险风险 122,979.33 108,925.55 
1.3   市场风险 45,467.28 37,201.08 
1.4   信用风险 48,662.65 47,419.91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2,193.95 47,108.62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调整 - -
2 控制风险的最低资本 6,720.30 5,9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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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付能力最低资本 171,635.61 152,405.27

五、风险综合评级

根据保监会财会部函〔2017〕6号文，公司在保监会2016年第3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

价中，被评定为A类。

根据保监会财会部函〔2017〕420号文，公司在保监会2016年第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

评价中，被评定为A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本季度不适用。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序号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1 净现金流（万元） -7,586.68 50,458.49

2 综合流动比率(%) 372.44 161.11
3 压力情景一流动性覆盖率（%） 235.01 290.25
4 压力情景二流动性覆盖率（%） 127.24 141.84

备注：压力情景一为签单保费较去年同期下降50%；压力情景二为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回本息；自测情景为综合赔付率较上年同期上升5%，投资收益率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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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预计未来3个月内我司综合流动比率372.44%，压力情景一和压力情景二下的流动性

覆盖率均正常，故无需启动应急计划或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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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