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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 姓名 职务 风险责任人基本信息

行政责任人 朱勇 公司总经理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关于直接股票
投资风险责任人的基
本信息披露公告.pdf

专业责任人 刘思恩 资产管理事业部
总经理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关于直接股票
投资风险责任人的基
本信息披露公告.pdf

二、组织架构
整体评估情况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建立了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股票投资组织
构架：资产管理事业部是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的具体执行部门，在资产管
理事业部中设有股票投资团队，负责股票投资业务的具体执行。在股票
投资岗位的职责分工方面，各岗位职责明确：团队负责人拥有超过14年
的股票投资经验，同时兼任股票投资经理，统筹负责股票投资整体策略
的制定、投资执行和投后管理；另外2名股票投资经理均具有超过10年的
金融证券从业经历，独立进行投资决策，共享团队的投研资源；研究、
投资、交易等岗位实施专人专岗，与其他投资业务严格分离。股票投资
人员之间建立完善的防火墙机制。具有独立的交易场所，交易室设有单
独的门禁管理，交易电脑、电话、行情终端等设施均为交易室专用。

资产管理部门设置
部门名称 资产管理事业部

股票投资部门
（团队）

发文时间 2021-01-06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人力[2021]1号

文件名称 关于总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设立信用评估团
队、股票投资团队、股权投资团队的通知

岗位设置
股票投资团队所设岗位如下：投资经理岗、
研究岗、交易岗、风控岗、清算岗、核算岗

、绩效评估岗、系统支持岗。

投资经理
当前公司仅对自有资金进行股票投资，三名
股票投资经理均具备五年以上金融证券从业

经历。

投资场所

拥有足够的股票投资场所，确保集中交易办
公区域完全隔离，交易室设有单独的门禁管
理；所有交易均由交易员在集中交易室完成
，交易电脑、电话、行情终端等设施均为交

易室专用。

防火墙机制

确保股票投资岗位之间相互分离、制约和监
督，股票投资人员之间均设置防火墙，实现
岗位职责分离：股票投资经理与基金投资经
理之间岗位职责分离；投资经理与交易人员
之间岗位职责分离；投资管理人员与风险控
制、绩效评估人员之间岗位职责分离；清算
与核算人员之间岗位职责分离。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积极完善股票投资团队的建设，目前股票投资团队中：股票投资负
责人具有14年以上股票投资管理经验，统筹负责股票投资整体策略的制
定、投资执行和投后管理，同时兼任股票投资经理；另外2名投资经理均
拥有超过10年金融证券投资从业经验，独立进行投资决策，共享团队的
投研资源；高级研究员2人，从事行业研究3年以上；研究员3人，交易员
2人，风控1人，清算1人。团队成员专业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符合监管
对于从业经历、背景及经验的相关规定。

股票投资规模 不超过10亿元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3-1、投资经理3名，研究人员5名（主要研究人员2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相关经验类型 经验年限(年) 是否兼职

1 张福龙 股票投资经
理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17 否

2 杨尚烨 股票投资经
理

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 10 否

3 李峰 股票投资经
理

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 19 否

4 孙昊 股票研究员 行业研究 4 否
5 李浚哲 股票研究员 行业研究 4 否
6 尹奕勤 股票研究员 行业研究 2 否
7 顾翔宇 股票研究员 行业研究 4 否
8 任清莲 股票研究员 行业研究 4 否

3-2、交易人员2名，风控人员1名，清算人员1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兼职
1 李欢 股票交易员 否
2 翁康龄 股票交易员 否
3 胡莹崚 股票风控人员 否
4 张莉丽 股票清算人员 否

四、投资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建立了完善、有效的股票投资管理制度体系，相关制度均经董事会
或其授权的管理层批准，并以公司正式文件形式下发执行，其中基本制
度涵盖了岗位职责、业务流程、操作规程、会议制度、文档管理、绩效
考核、清算与核算、信息系统管理、保密及危机处理，涵盖了股票投资
行为的全流程，确立了股票投资的原则和纲领；在决策管理制度方面涵
盖了决策制度体系、授权管理和实施与控制，为股票投资合规合法地科
学决策制定了框架；在研究管理制度方面涵盖了研究管理办法、股票池
管理办法和交易单元管理办法，厘清了股票投资研究和交易环节中各方
面的要求和规定；在交易管理制度方面，明确规定了集中交易制度、公
平交易、交易权限管理和交易监控。



基本制度

股票投资岗位职责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业务流程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决策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7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8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4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操作规程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会议制度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8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18〕20号
发文时间 2018-04-0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文档管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档案管理办法（暂行）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总办〔2017〕87号
发文时间 2017-12-1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绩效考核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2020年版）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人力〔2020〕47号
发文时间 2020-08-0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清算与核算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会计核算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财务〔2017〕7号
发文时间 2017-01-1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系统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交易系统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19〕85号
发文时间 2019-11-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保密及危机处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风险管理办
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9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管
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法规〔2018〕18号
发文时间 2018-04-0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重大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与报告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法规〔2018〕76号
发文时间 2018-09-2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决策管理制度

投资决策体系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决策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7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授权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决策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7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实施与控制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决策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7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研究管理制度

研究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8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股票池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池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36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单元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服务券商选择和评价管理
细则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5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管理制度

集中交易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4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公平交易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4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及交易量分配管
理细则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18〕51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权限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4号
发文时间 2021-06-3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监控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同方全球规章资管〔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系统建设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对外采购了多家业内领先公司所提供的成熟信息系统，以支持股票
投资业务的开展，包括研究分析系统、信息资讯系统、交易管理系统、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确保股票投资研究的各个环节：信息收集、信息
归纳、股票研究、股票池管理、股票交易、授权和监控、风控、核算和
清算、业绩核算等各个方面的业务顺利开展。

研究分析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Wind资讯系统 2015-03-01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万得资讯具有一系列围绕信息检索、数据提取、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
域的专业分析软件与应用工具，能够提供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国内外各
资本市场实时行情、行业数据库、上市公司公告及财务信息、金融研究
报告、资产管理与投资组合、新闻检索等功能，包括资产配置模型、行
业配置模型、个股估值模型、内部研究报告系统，我们以万得资讯的数
据、模型等作为基础，通过研究团队的自主研究，形成内部的研究报告
，为投资经理的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信息资讯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Wind资讯系统和恒生投
资管理系统内置的聚源

资讯系统
2017-12-01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万得资讯具有一系列围绕信息检索、数据提取、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
域的专业分析软件与应用工具，能够提供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国内外各
资本市场实时行情、行业数据库、上市公司公告及财务信息、金融研究
报告、资产管理与投资组合、新闻检索等功能，该系统同时聚合了国内
外多家券商研究报告，能全方位满足股票投资研究的需求。聚源资讯系
统是依据恒生各业务系统要求，在聚源基础数据库上进行数据的二次清
洗、转换和加载，为股票投资提供量身定制的数据库产品。

交易管理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 2017-12-01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有投资决策、风险控制，指令管理，交易管理
，日终清算，财务管理，信息查询，系统管理等几大功能模块组成，其
内置的账户权限功能确保了各岗位使用人员仅能在被授权的范围内进行
操作，不同岗位之间也均有复核、审查的机制；同时系统设定了合规性
和风险指标阀值，将风险监控的各项要素固化到相关信息技术系统之中
，降低操作风险、防止道德风险，能全面支持我司的股票投资需求。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恒生资产估值与会计核
算系统软件 2018-10-01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根据会计准则要求，通过读取场内外投资业务的交易数据、行情等交易
数据，进行清算交割。支持批量核算、批量凭证生成、批量记账、批量
结账，批量生成估值表等报表，实现资产的每日清算和估值。同时，系
统提供财务导出接口功能，提供标准有效的财务凭证接口。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
管规定，我公司对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
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
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股票投资业务的风险管理遵循:独立制衡原则、全面控制原则、适时
适用原则和责任追究原则。公司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度量、控制、监
控和报告等环节，建立了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评估的风险控制体
系，全面管理股票投资业务合规风险、市场风险、投资决策风险、交易
执行及投后管理风险、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风险。

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搭建了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其中《同方全
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办法》第四条
明确了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了市场风险管
理工作的原则；《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权益价
格风险管理办法》第五章明确了股票投资风险计量的
手段、频率、流程等内容；《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了股票投资相关
风险点，第二至第四章明确了风险控制职责、内容、
方法、流程、工具等；《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员工违规处罚及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员工违反规章
制度、工作流程时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方全球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办法》要求公司建立
风险绩效考核机制，该机制涵盖了股票投资相关的风
险点。

风险管理系统

公司搭建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目前系统支持关键风
险指标的计算、预警、存储、查询和导出，其中包括
上市权益资产占比、权益VAR、权益风险敏感度等股
票投资相关指标，并以关键风险指标为基础，对大类
风险状况进行列示、分析和预警，对投资组合进行动
态风险监测、预警及绩效分析，严格把控投资风险。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中对合规性、风险指标阈值进
行了设定，囊括了风险监控的要素，在事前、事中和
事后都能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压力测试系统

公司采购的恒生系统中包含压力测试模块，可以实现
对股票持仓、行业集中度、个股集中度等风险压力指
标的输出，能够评估投资组合风险状况，并基于市场
的不同涨跌情景，分析权益组合在不同情形下的损益
情况及公司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暴露程度。压力测试
系统为公司股票风险控制提供了量化的依据以及进行
进一步分析的数据基础，根据《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股票投资业务风险管理办法》第四章中，对股
票投资经理的持仓集中度、超限后的处理方案、买入
标的下跌超阈值后的处理方案、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方案均有明确规定。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