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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商报东路 11 号英龙商务大厦

2810-2813 

（二）法定代表人：王林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

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

运用业务 

经营区域： 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天津市，

河北省，湖北省，福建省，四川省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东名称 股权类别 出资额（万） 占比（%）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120,000 50% 

全球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荷兰） 外资股 120,000 50% 

合计   240,000 100%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报告期末未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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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未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七）董事、监事及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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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董事。 

王林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男，1958 年出生，山西财经学院商业经济学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商

业经济硕士学位。王林先生自 2002 年 8 月起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奥伊尔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 年担任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 年担

任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3 年兼任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4 年加入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董事长（保监许可〔2014〕1091 号）。 

周立业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男，1963 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

裁、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清华大学核研院副院长、内蒙古宏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兼总裁、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之

职。2016 年 1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保监许可〔2016〕34 号）。 

黄俞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男，1968 年出生，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紫光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现

任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联合

水泥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市前海

清控弘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深圳市奥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事、总经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6 年 2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董事（保监许可〔2016〕129 号）。 

Damiaan Jacobovits de Szeged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男，1970 年出生，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Damiaan Jacobovits de Szeged

于 2005 年 5 月加入全球人寿保险集团，目前担任集团业务发展部执行副总裁兼负责人，

并从 2011 年 10 月起兼任集团管理委员会委员，2013 年 9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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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董事（保监国际〔2013〕288 号）。 

BYRNE ANDREW JOHN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男，1960 年出生，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学士。BYRNE ANDREW JOHN 先生 1988

年加入澳大利亚 NRMA 保险公司担任战略规划部高级经理，于 1997 年加入澳大利亚

Suncorp Metway 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于 2004 年加入 Citistreet 澳大利亚公司担任首

席运营官，于 2006 年加入安联保险澳大利亚公司担任总经理，于 2010 年加入香港豐

亞保险担任首席执行官，于 2011 年加入美亚保险亚太担任区域高级副总裁。2016 年起

担任全球人寿保险集团(亚洲)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至今，2017 年 3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保监许可〔2017〕264 号）。 

郭亚陶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男，1954 年出生，毕业于醒吾技术学院。郭亚陶先生拥有近二十年的保险从业经

验，曾将美国全美人寿保险公司带进中国并最终获取经营许可，曾任全美人寿保险公

司中国首席代表。现任中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全球人寿保险集

团中国首席顾问，2007年 2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保监国际〔2007〕

143 号）。 

毕静媛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女，1968 年出生，中国警官大学学士学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毕静

媛于 1998 年加入全球人寿保险集团，2007 年 2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保监国际〔2007〕144 号）。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共有 2 位。 

张园园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监事  

女，1977 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学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从事企

业管理近 15 年，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合规、风控经验，她之前曾在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应用信息系统本部商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张园园女士目前担任同方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8 年 9 月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监事一职（银保监

许可[2018]8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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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CURTIN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监事 

男，1980 年出生，爱尔兰国家大学精算及金融研究学士学位，爱尔兰精算师学会

成员、精算师学会成员、CFA 协会成员。PATRICK CURTIN 先生从事金融行业近 15 年，

具有丰富的国际保险管理经验，他之前曾在爱尔兰华信惠悦（Watson Wyatt）公司担任

顾问负责技术层面工作，Aegon 机构市场部 (IMD)任国际顾问，Aegon 机构市场及爱

尔兰财务保障公司担任风险管理总监，荷兰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荷兰、印度、香港

等区域担任首席风险管理官、精算及首席财务官等职务。PATRICK CURTIN 先生目前

担任荷兰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香港）首席财务官一职。于 2019 年 3 月获得银保监

会批准（银保监复[2019]357 号）担任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监事。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11 位。 

朱勇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 

男，1969 年出生，暨南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朱勇先生自 1995 年起加入保险行业，

从事个人营销和管理工作，2001 年加入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曾担任江苏分公司总

经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首席个人营销发展官、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朱勇先生于 2015 年加入我司，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并分管总

公司经代事业部、创新业务事业部、营运部、信息科技部、精算部、产品开发部、企

业发展部和各家分公司。 

方秋霞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女，1966 年出生，河南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学士学位，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加入同方全球人寿前， 

方秋霞女士曾任平安保险河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副总经

理、总公司银行保险部副总经理、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银行保险事业部总经理。 

方秋霞女士于 2015 年加入我司，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银保事业部、直效

营销事业部。 

陈育能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女，1974 年出生，厦门大学企业管理学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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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同方全球人寿之前，陈育能女士曾任新加坡保诚保险公司财务部经理、光大永明

人寿财务部助理副总经理。 

陈育能女士于 2004 年加入我司，担任财务总监。2009 年 12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分管财务部、资产管理事业部、企业服务部。 

彭勃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男，1972 年出生，天津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加入同方全球人寿前，彭勃先生曾任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直效业务部副经理、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团

体险总经理、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 

彭勃先生于 2008 年加入我司，担任公司首席团险事业执行官，期间兼任过北京

分公司总经理、首席代理人事业执行官。2016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公

司团险事业部、健康险事业部。 

王前进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男，1973 年出生，西南石油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加入同方全球人寿前，王前进先

生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人事部、监察部副处长、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山东分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王前进先生于 2015 年加入我司，担任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及行政官。2016 年 6 月

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办公室和企业传播部。 

王朝蓬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男，1974 年出生，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加入同方全球人寿前，

王朝蓬先生曾任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个险渠道负责人、总公司副首席

营销发展官、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个人营销业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王朝蓬先生于 2015 年加入我司，担任公司首席代理人事业执行官，2016 年 6 月

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代理人事业部、客户管理中心。 

郭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男，1970 年出生，湖南大学金融学本科毕业。加入同方全球人寿前，郭新先生曾

任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扬州后援负责人、江苏分公司银保部经理等职务。 

郭新先生于 2005 年加入我司，曾任江苏分公司总经理、总部银保事业副总经理，

2015 年起担任公司首席银保事业执行官，2016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

银保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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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琴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女，1971 年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加

入同方全球人寿之前，丁子琴女士曾任上海市检察院（石化地区）公诉人、上海飞人

集团法律顾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核保及核赔管理职务、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风

险管理职务。 

丁子琴女士于 2008 年加入我司，2008 年 3 月起担任公司法律责任人，2008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合规负责人，2016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首席风险官，2017 年 10 月起担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法律合规和风险管理工作。 

朱庆国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男，1971 年出生，南京师范大学地理教育学士，加入同方全球人寿之前，朱庆国

先生曾任平安人寿江苏分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营销部经理、常熟支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光大永明南京分公司代理人发展高

级经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个人营销部负责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扬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个人营销渠道负责人兼苏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江苏分公

司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朱庆国先生于 2015 年加入我司，担任江苏分公司总经理，2017 年 10 月起担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分管江苏分公司工作。 

杨雪莲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 

女，1977 年出生，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精算学士学位，北美精算师协会资格会员。

加入同方全球人寿之前，杨雪莲女士曾任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助理、太

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副经理、风险管理部经理。 

杨雪莲女士于 2007 加入我司，担任企业规划精算部总监，2011 年 10 月起担任公

司总精算师，负责管理精算部、产品开发部工作。 

王娟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 

女，1979 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加入同方全球人寿之前，王

娟女士曾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全球人寿集团亚太区（AEGON Asia）审计

经理。 

王娟女士于 2012 年加入我司，2012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审计责任人，负责内部审计

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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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毛榕健        

联系方式：13916630482 

邮箱：maorongjian@aegonthtf.com 

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85% 174%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76,727 153,96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9% 188%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206,727 183,964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B B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06,516 201,124 
净利润（万元） 25,077 4,420 
净资产（万元） 148,323 134,437 
 

三、实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万元） 
 
 

1,440,382 1,388,703 
认可负债（万元） 1,025,636 995,574 
实际资本（万元） 414,745 393,130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384,745 363,130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30,000 30,000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注：4 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1 最低资本 208,018 209,165 

mailto:maorongjian@aegont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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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06,286 207,423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40,880 131,147 

1.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495 5,272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94,711 105,883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34,282 35,725 

1.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8,165 59,772 

1.1.6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0,917 10,832 

1.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733 1,742 

1.3 附加资本 - - 

1.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1.3.2 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附加资本 - - 

1.3.3 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附加资本及其他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根据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发布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我司在 2018 年 4 季度以及

2019 年 1 季度均被评定为 B 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根据监管机构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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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第六条关于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列报指标如下： 

公司类型：II 类保险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4 月 

最近会计年度（2018 年度）的签单保费：37.24 亿元 

最近会计年度（2018 年度）的总资产：123.99 亿元 

省级机构数量：13 家 

根据《2018 年度保险机构 SARMRA 评估、公司治理评估、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评估工

作方案》（银保监发[2018]37 号）的通知，我司未包含在 2018 年度评估对象范围内。

公司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使用 2017 年 SARMARA 监管评估得分 78.32 分计算。其中，风险

管理基础与环境 16.57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6.91 分，保险风险管理 8.46 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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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风险管理 8.06 分，信用风险管理 7.62 分，操作风险管理 7.75 分，战略风险管理

7.21 分，声誉风险管理 8.65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08 分。 

我司持续提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2019 年 2 季度重点推动以下几项工作： 

1.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架构，根据监管对于监事的任职批复以及监管规定，我司在

各项制度中明确了监事的具体职责； 

2. 开展了资产管理部、财务部的 RCSA 风险自评估，持续识别风险，完善操作流

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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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了 2019 年度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工作，预计将在三季

度完成。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未来一季度净现金流（万元） 59,564 24,105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36% 167% 
1 年内 322% 366%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1573% 1578%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1561% 1526%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120% 118% 

投资连结产品独立账户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189% 202%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本季度，公司基础情形下各季度净现金流充裕。 

本季度末公司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约为人民币 2.44 亿元。本年度，公司将

考虑市场变化等因素审慎投资，以满足流动性的资金需求。同时，公司亦将严格按照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从控制业务发展节奏，调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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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等方面入手，及时调整市场策略，以满足流动性管理要求，防范流动性风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被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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