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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1. 公司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34-T70 

法定代表人： 伊藤幸孝 

经营范围： 

在上海市行政辖区以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

经营下列保险业务： 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

务； 二、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三、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公司不得经营

其他法定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区域 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 

联系人姓名： 张业明 

办公室电话： 021-68779109 

移动电话： 185-1625-5330 

电子邮件： zhangyeming@ms-ins.com.cn 

2. 股权结构及股东 

公司是由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100%投资的独资公司，非股份有限

公司。 

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4. 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有□  无■） 

本公司无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5. 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 7 位董事，其中董事长 1 人，3 位执行董事、3 位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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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伊藤幸孝：1959 年出生，2012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长至今。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国际[2012]276 号。伊藤先生于 1983 年进入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

会社（下称：母公司）工作，1998 年起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伊藤先生于 1983 年

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获学士学位。 

执行董事： 

岩野臣高：1965年出生，2014年5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4]459号。岩野先生自1988年进入母公司工作，自1998年起参与母公司的各项经营

管理工作。岩野先生于1988年毕业于日本小樽商科大学，获学士学位。 

田村弘之：1967年出生，2016年6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6]578号。田村先生1989年进入母公司工作，自1997年起参与母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并有多年派驻中国工作的丰富经验。田村先生1989年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并获商学学士

学位。 

郑永强：1975 年出生，2015 年 5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5]385 号。自 2010 年 6 月起进入我公司，一直担任公司相关管理工作。郑永

强先生于 199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学士学位。2010年获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非执行董事： 

吉田英夫：1962年出生，2009年4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国际[2009]241号。吉田先生自1985年进入母公司工作，自1995年起参与母公司的各项经营

管理工作。吉田先生于1985年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获学士学位。 

吴文平：1971 年出生，200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国际[2007]1088 号。吴文平先生自 1994 年参加工作，1997 年进入我公司工作，自

2001 年起参与公司的各项经营管理工作。自 2015 年 4 月起因工作需要由本公司调动至

母公司工作，因此由执行董事变更为非执行董事。吴文平先生于 1994 年毕业于华南师

范大学，获学士学位。 

木下忠明：1961 年出生，2016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至今。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国际[2016]837 号。木下忠明先生自 1991 年 1 月进入大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现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工作，曾先后担任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原三井

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新德里代表处代表，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印度尼西亚）有限

公司董事、MS&AD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兼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国际管理部科长等

职务。木下忠明先生于 1985 年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获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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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有 1 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垣口友二：1968 年出生，2016 年 6 月起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6]578 号。垣口先生自 1993 年 4 月进入母公司工作，2003 年起担任母公司的各项

经营管理工作。垣口先生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 

伊藤幸孝（基本情况同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2]276 号） 

副总经理： 

岩野臣高（基本情况同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59 号） 

田村弘之（基本情况同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578号） 

郑永强（基本情况同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385 号） 

合规负责人： 

秦晟，1976年出生，自2011年4月起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产险[2011]457号。秦晟先生曾于2007年4月至2010年9月进入本公司，并担任相关管理工作。

后就职于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2011年4月起秦晟先生再次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秦晟

先生于1999年毕业于东华大学，获学士学位。2009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 

财务负责人： 

郑永强（基本情况同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财会[2011]319 号） 

审计责任人： 

胡方方，1982年出生，自2012年6月起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国际[2012]637号。胡方方女士于2010年9月进入本公司担任审计相关工作， 先后担任本

公司内审部主管、副经理等职务。胡方方女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硕士学位。 

董事会秘书： 

王志君，1978 年出生，2008 年 12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国际[2008]1481 号。王志君女士 2004 年 8 月起进入我公司工作，2005 年 1 月起

担任管理工作。王志君女士于 2001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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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精算师： 

张业明，1977 年出生，2016 年 5 月起任公司总精算师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6]355 号。张业明先生 2005 年 7 月起进入我司工作，2008 年起担任管理工作。

张业明先生于 200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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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指标 

1. 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单位：元） 

行次 指 标 名 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347,740,810.26 417,547,800.42 

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00.28% 248.66% 

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347,740,810.26 417,547,800.42 

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00.28% 248.66% 

2. 其他主要指标 

（单位：元） 

行次 指 标 名 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保险业务收入 274,542,053.17 270,675,015.78 

2 净利润 2,481,100.78 16,141,243.83 

3 净资产 723,768,515.83 721,800,287.38 

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依据保监会《关于 2016 年第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

报》（财会部函〔2017〕11 号），本公司最近一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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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际资本 
（单位：元） 

行次 项  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认可资产 2,734,358,957.60  2,345,745,389.58  

2 认可负债 2,039,837,236.16  1,647,326,070.24  

3 实际资本 694,521,721.44  698,419,319.34  

3.1 核心一级资本 694,521,721.44  698,419,319.34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     -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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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低资本 
（单位：元） 

行次 项  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最低资本 346,780,911.18  280,871,518.92  

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40,448,567.82  280,871,518.92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1.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13,865,621.18  199,132,557.96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2,200,137.96  2,828,297.51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24,427,814.79  160,596,308.12  

1.1.5         风险分散效应 100,045,006.11  81,685,644.67  

1.1.6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1.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6,332,343.36     -    

1.3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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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综合评级 

1. 最近两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本公司的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别如下：依据《关于 2016 年第 2 季度

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6〕718 号），评级结

果为“A 类”；依据《关于 2016 年第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

通报》（财会部函〔2017〕11 号），评级结果为“A 类”； 

  



9 

六 风险管理状况 

1. 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结果 

依据《关于 2016 年 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7〕226 号），

经中国保监会现场评估，我公司 2016 年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为

76.28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05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6.47 分，

保险风险管理 8.63 分，市场风险管理 6.95 分，信用风险管理 7.46 分，操作风险

管理 7.84 分，战略风险管理 9.11 分，声誉风险管理 7.3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38 分。 

2.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报告期最新进展 

本公司本季度末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00.28%，偿付能力充足且在可预见的

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存在显著的偿付能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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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流动性风险 

1.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行次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1 报告期净现金流（元） 66,533,269.87 -5,995,307.95 

2 综合流动比率（3 个月内） 164% 170% 

3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137% 140% 

4 综合流动比率（1 年以上） 114% 199% 

5 流动性覆盖率（必测压力情景一） 2366% 1751% 

6 流动性覆盖率（必测压力情景二） 2189% 1415% 

2. 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流动性风险是指企业无法筹集足够资金或不能及时以合理的价格将资产变现

以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主要有三个：净现金流、综合流动比

率、流动性覆盖率。 

整体而言，报告期内净现金流为正，公司现金流状况正常可控。根据现金流压

力测试，基本情景下，未来四个季度预计可保持净现金流入；同时，在两个必测压

力情景下，未来几个季度，公司预期仍可维持净现金流入。 

报告期的综合流动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各项资产和负债在未来期间现金流分布

情况以及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匹配情况。流动性覆盖率反映公司在压力场景下未

来一个季度的流动性水平。综合流动比率和压力情景下的流动性覆盖率结果均显示，

公司流动性风险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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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运行正常，未受到任何监管机构的处罚或措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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