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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中文）：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China Reinsurance（Group）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 袁临江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1 号 

经营范围： 投资设立保险企业；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

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投资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国内、国际

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姓名： 王永强 

联系方式： 010-6657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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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结构及股东、控股股东情况 

1．股权结构（单位：股或元） 

股东类别 股份或出资额 占比（%） 

国家股 35,800,391,385 84.28% 

国有法人股 -- -- 

社会法人股 -- -- 

外资股 - - 

其他 6,679,416,700 15.72% 

合计 42,479,808,085 100.00% 

 

2．前十大股东（按照股东季度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股或元，百分比除外） 

 

股

份

类

别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季度内持股

数量或出资

额变化 

季末持股数量或 

出资额 

季末持股

比例 
状态 

内

资

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 
无 30,397,852,350 71.56% 正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 

国有 
无  4,862,285,131 11.45% 

正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国有 
无  540,253,904 1.27% 

正常 

H

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含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持有 H

股部分） 

其他 -26,000 6,664,756,030 15.69% 

正常 

其他 H 股股东 其他 26,000 14,660,670 0.03% 正常 

 合计  0 42,479,808,085 100.0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

说明 
 

 

填表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3．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10 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 2 人、非执行董事 4

人、独立董事 4 人。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及职称 任职情况 

执行董事 

袁临江 1963 年 12 月 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2016 年 5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长 

和春雷 1965 年 4 月 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7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2018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非执行董事 

路秀丽 1964 年 5 月 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师 2014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温宁 1962 年 7 月 大学学历 2019 年 5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汪小亚 1964 年 11 月 宏观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2019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刘晓鹏 1975 年 7 月 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2019 年 11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 

郝演苏 1958 年 7 月 大学学历，教授 2014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三喜 1964 年 3 月 大学学历，高级审计师 2014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莫锦嫦 1959 年 12 月 荣誉文学士，香港律师资格 2015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姜波 1955 年 12 月 
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高

级经济师 
2018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监事会共有 4 位监事，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人、职工代

表监事 2 人。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及职称 任职情况 

朱永 1969 年 6 月 博士研究生，高级审计师 2014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曾诚 1980 年 7 月 博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2018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 

秦跃光 1976 年 10 月 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2018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靖野 1972 年 2 月 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2018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及职称 任职情况 

和春雷 见上文董事基本情况 

田美攀 1974 年 10 月 
硕士研究生，北美精算师，中国

精算师（非寿险） 
2012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朱晓云 1975 年 8 月 硕士研究生 
2017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 

2017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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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子公司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148,225 100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817,000 100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71,908 64.30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70 

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625 52.5 

中再 UK 公司 30 万英镑 100 

中再承保代理有限公司 1,800 万英镑 100 

北京中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 100 100 

中再香港有限公司 35,000 100 

联营企业   

中国银行保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833 28.3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8,948.76 1.46 

亚洲再保险公司 0.098 0.97 

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34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5,933.20 5.57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52,249 8.52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60,002.20 4.75 

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6.21 

 

二、主要指标 

（一）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6,408,906.05   6,615,420.4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6,408,906.05   6,615,420.4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594% 59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94% 599% 

（二）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808,166.38  138,394.08 

净利润（万元）         11,292.30  46,741.63 

净资产（万元）    6,009,122.85  6,000,398.40 

                                                        
1该物业公司当前处于清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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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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4,109.98  10,904,048.70 

认可负债（万元） 4,919,047.90 2,963,831.45 

实际资本（万元） 7,705,062.08 7,940,217.26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7,705,062.08 7,940,217.26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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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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156.02 1,324,796.85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301,622.84    1,330,384.86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42,299.21      142,665.54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74,790.04      291,953.52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043,781.93    1,058,450.15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343,344.98      235,757.65  

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374,363.01      372,894.53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28,230.32       25,547.48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466.82       -5,588.01  

得分   

附加资本（万元）   

逆周期附加资本（万元）   

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附加资本（万元）   

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附加资本（万元）   

其他附件资本（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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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尚未收到监管机构对本公司开展偿二代风险综合评级的通知及结果。经与监管机

构核对，本公司暂不需要报送有关数据。相应地，暂无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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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管理状况 

2021 年一季度，本公司根据现行监管规定、公司制度和工作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包括开展月度风险监测；开展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二期）建设；推进 IFRS17 二期建设

项目；确定 2020 年子公司重大风险管理事项考核结果；开展 2020 年度风险评估工作；

拟定 2021年风险偏好和风险控制方案等。公司根据股东单位要求和公司自身管理需要，

开展风险排查和风险防控工作。公司根据监管部门来函，认真研究《偿二代二期工程监管

规则（征求意见稿）》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实施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二期工程监管

规则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积极反馈意见。通过前述工作，为偿二代二期工程

落地实施做好准备。 

中国银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为 80.84 分。其

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51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18 分，保险风险管理 8.46

分，市场风险管理 8.21 分，信用风险管理 7.69 分，操作风险管理 8.01 分，战略风险

管理 8.28 分，声誉风险管理 8.49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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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报告期实际净现金流（万元）  4,328.15   -22,932.72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287% 989% 

  1 年以内 1493% 800% 

  1 年以上 31% 26%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487% 194% 

压力情景（二）  500% 195% 

注：1、报告期实际净现金流不包括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压力情形一为发生巨灾事件，导

致预测期内分保赔付的现金流出较基本情景增长 50%，压力情形二为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回本息。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综合流动比率方面，现有资产和负债在未来 3 个月内、1 年以内和 1 年以上的综合流动

比率分别为 287%、1493%、31%，3 个月内、1 年内综合流动比率大于 100%。  

流动性覆盖率方面，压力情形一（发生巨灾事件，导致预测期内分保赔付的现金流出较

基本情景增长 50%）及压力情形二（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回本息）

下的流动性覆盖率分别为 487%、500%，压力情形下指标值均大于 100%，说明流动性覆盖

率良好。 

集团公司截至目前暂无重大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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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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