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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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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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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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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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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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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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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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4 人（林瑶珉、陈美金、彭珏、杨家学）

正在申报任职资格之外，其余 7 人已取得监管任职批复。 

1.1 执行董事： 

黎已铭：1965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复

文号[银保监许可〔2018〕 35 号]。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金融学方

向）管理学博士毕业。先后担任华泰财险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永安保险

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西南站副站

长、新闻发展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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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务。 

路朝军：1972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河北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

精算师。先后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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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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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副董事长。重庆交

通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完成重庆大学会计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经

济师。先后担任重庆高新区国库集中支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重庆高科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挂职），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田善斌：1968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贵州工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工程师、经济师。先后担任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主任、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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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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

务。 

向志鹏：1975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本科毕业，完成美

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高级会计师。

先后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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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财务总监，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张皓若：1963 年出生，自 2018 年 3 月起拟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

号[保监许可〔2018〕 328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高级经济师。先后担任工商银行总行，商业信贷部科员、副处长，工商信贷

部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中石油集团昆仑银行行长，交通银行北京管理

部集团客户部总经理，交通银行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高级副总裁兼金融事业部总裁等职务。 

谢东：1972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复文号

[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西南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完成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会计学专业学习和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金融服务管

理专业学习，经济师。先后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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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经理，润地利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江苏汇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王国良：1950 年出生，自 2018 年 3 月起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

复文号[保监许可〔2018〕 343 号]。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先后担



 

 5 

任江苏省武进县革委会政工组、通讯组工作人员，江苏省镇江地委办公室、

行署办公室秘书，江苏省镇江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江苏省镇江市政

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江苏省句容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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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林瑶珉：1960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科

学院大地构造研究所大地构造与成矿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经济师。先

后担任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保险教研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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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长兼总裁、常务副总裁，北京燕梳新青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顾问等职务。 

杨家学：1965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西南政

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在读，一级律师。先后担任重

庆 451 厂职工，重庆经贸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等

职务。 

彭珏：1954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西南农业

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会计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教授。先后担任成都市煤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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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 

②监事基本情况（除监事长外，所有监事按姓氏笔画排名） 

本公司董事会有 4 位监事，除 2018 年 4 月通过任职资格考试的 1 人（姚

卫）正在申报任职资格之外，其余 3 人已取得监管任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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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卫：1968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监事长。宜昌大学机械

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大专毕业，会计师。先后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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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务。 

龙静峰：1964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复文号

[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西南大学经济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先后担任君安证券重庆民生路营业部投资银行部业务经理，德恒证券重

庆中山支路营业部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重庆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重庆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重庆市空港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重庆顺势创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筹备组业务小组成员、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等

职务。 

杨尘：1981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复文号[银

保监许可〔2018〕 112 号]。重庆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经

济师。先后担任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办事人

员、投资管理部副经理、投资发展部经理等职务。 

张海生：1978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监事，任职批复文号

[银保监许可〔2018〕 112 号]。安徽财经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先后担任

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业务管理部业务管理、核赔员工，恒大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部合规员工、法规部合规室主任、风险管理部合规室主

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法律责任人，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组法律合规审计工作小组成员、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风

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法律责任人等职务。 

③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报材料正在

准备中） 

安逸民：1964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总经理。四川南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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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院政治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完成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保险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习。先后担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四川分公司（寿险）部门经理（均主

持工作），新华人寿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新华人寿重庆分公司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新华人寿总公司银行业务部总经理、法律合规与风险

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级），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领导小组成

员等职务。 

姜睿：1970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合规负责

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担任瑞泰人寿银保部经理，

国民人寿北京分公司银保部经理，民生人寿北京分公司银保部经理，华夏人寿

北京分公司银保总监、总公司银保部高级经理，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保险业务部负责人、银行保险业务部总经理（兼任）、山东分公司总经

理、总公司网络销售部总经理，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领导小组成

员等职务。 

焦庆宇：1963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西南农

业大学食品科学系茶叶专业本科毕业，会计师、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先后担任重庆新思维城市信用社副主任，重庆银行建新西路支行职员，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

伙人，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组法律合规组组长等职务。 

路朝军：1972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总精算师。河北大学

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精算师。先后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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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经理等

职务。 

刘文宇：1976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西南财

经大学研究生部国际保险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注册会计师、中国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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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高级寿险管理师。先后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职

员、高级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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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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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

计部总经理等职务。 

黄昌兵：1968 年出生，自 2017 年 12 月起拟任公司审计责任人。西南大

学管理学（审计）博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审计师、注册会计师。先后担任重

庆城市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重庆市审计局资源环保处主任科员，重庆市国

外贷援款审计中心副主任，重庆市审计局农业处副处长、外资处处长，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审计处、审计监察部处长、主任，兼任重报新媒体公司监事会

主席，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法律合规审计工作小组成员，三峡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总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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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93.25   -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90,493.25  -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04,969.01     -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04,969.01     -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  -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8.31 - 

净利润（万元）  -716.62  - 

净资产（万元）  90,92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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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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67.43  - 

认可负债（万元） 5,387.88   -  

实际资本（万元） 90,579.55     -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90,579.55     -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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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9 -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86.29 -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70 -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 -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85.94 - 

风险分散效应 1.34 -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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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与分项有 0.01 的尾差 

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 2017 年 12 月 20 日成立，暂未收到监管机构对我司最近两次风险

综合评级。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获得开业批复，监管机构暂未对我公司的风险

管理能力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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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计划及改进措施 

本季度公司虽未组织正式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但公司在筹建

期和本季度对风险管理制度体系进行了梳理与完善，全面、系统地检查

了公司已建立制度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从梳理结果来看，

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基本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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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公司尚需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辅助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的实行，如

风险管理考核办法、风险偏好陈述书、风险管理培训办法等制度；二是

公司相关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尚需开发和完善，如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资产负债管理、压力测试、损失事件库等工具；三是公司地处西南，随

着监管和公司内部对风险管理的重视，还需继续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人

才和技术，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 

下一步，公司将着手拟定风险管理绩效考核方案、管理办法和风险

偏好陈述书，制定风险管理培训方案等实施细则，以保证相关风险管理

政策的顺利实施。对于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的开发与完善，由于该部分

工作专业性较高，公司在积极引进专业人员的同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聘请外部咨询机构协助开展。公司将积极参加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和同

业公司组织的交流和培训，借鉴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并以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能力自评为契机，继续完善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制度健

全性和遵循有效性，不断夯实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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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75.28  

综合流动性比率（3 个月内）(%) 1,574.90  

综合流动性比率（1 年内）(%) 1,359.27  

综合流动性比率（1-3 年）(%) -  

综合流动性比率（3-5 年）(%) -  

综合流动性比率（5 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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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1)(%) 127.37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2)(%) 131.33  

流动性覆盖率(自测 1)(%) 127.30  

流动性覆盖率(自测 2)(%) 131.33  

公司本季度保险业务为一年期以内的短期险，其他负债也为一年期以内

的短期负债，因此，本季度无一年以上的综合流动性比率指标。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公司本季度保险业务均来自短险保险产品，其他负债也均为一年期及

以下的短期负债，因此本季度无一年以上的综合流行性比率指标。 

2、本季度预测的未来综合流动比率和流动性覆盖率较高，流动性风险监

测指标处于安全区域内，未来流动性充裕。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开业不到半

年的新公司，资本金充足，流动性充裕。 

3、 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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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措施。 

（二）公司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本季度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