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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1.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SooChow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黄建林 

注册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22 号人才广场 23-25 楼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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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一般经营业务：无 

 

 

经营区域： 江苏省、河南省、安徽省、四川省、上海市、

山东省 

报告联系人： 

办公室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林奕含 

0512-69586842 

0512-69586990 

Linyihan@soochowlif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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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权结构和股东 

(1) 股权结构（单位：万股或万元）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权类别 
股份或 

出资额 

占比    

（%） 
股东增资 

公积

金转

增及

分配

股票

股利 

股权   

转让 
小计 

股份或出

资额 

占比  

（%） 

国家股 -- -- -- -- -- -- -- -- 

国有法人股 140,000.0 70% 149,900.0 -- -- 149,900.0 289,900.0 72.475% 

社会法人股 60,000.0 30% 50,100.0 -- -- 50,100.0 110,100.0 27.525% 

外资股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合计 200,000.0 100% 200,000.0 -- -- 200,000.0 400,000.0 100.0% 

填表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权数额

（单位：万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

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

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国有企

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持有的股权。 

(2) 实际控制人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 所有股东持股情况（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 

    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年度内持

股数量或

出资额变

化 

年末持

股数量

或出资

额 

年末持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 

     股份 状态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40000 80000 20.0000% 40000 质押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 +12000 40000 10.0000% - 正常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国有 +32000 56000 14.0000% - 正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28000 48000 12.0000% - 正常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30900 42900 10.7250% - 正常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12000 24000 6.0000% - 正常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 民营 +12000 24000 6.0000% 12000 质押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 10000 2.5000% - 正常 

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5000 10000 2.5000% - 正常 

江苏省吴中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 国有 +5000 10000 2.5000% - 正常 

苏州市相城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5000 10000 2.5000% - 正常 

苏州市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 民营 - 4000 1.0000% - 正常 

苏州协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 - 4000 1.0000% -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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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 民营 +9850 15850 3.9625% - 正常 

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 +3000 6000 1.5000% 3000 质押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 2000 0.5000% - 正常 

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2000 4000 1.0000% - 正常 

太仓市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3000 5000 1.2500% - 正常 

苏州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民营 - 2000 0.5000% 2000 冻结 

苏州市同进电机有限公司 民营 +150 1200 0.3000% - 正常 

苏州宏基工具有限公司 民营 +100 1050 0.2625% - 正常 

合计 —— 200,000 400,000 100% 57,000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无关

联关

系 

     

填表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4)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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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监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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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位董事（含 3 位独立董事）。 

      黄建林：52 岁，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1232号。2001 年 12 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获学士学位，曾任苏州城市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建平：53 岁，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1232 号。2011 年 1 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东吴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黄艳：41 岁，2015 年 5 月 11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5]429

号。2008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副总裁，

现任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孔丽：54 岁，2013 年 5 月 26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3]521

号。毕业于苏州大学会计与审计专业，获学士学位。曾任苏州市高新区管委会财政税务局副

局长，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现任苏州高新区经

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聂蔚: 35 岁，2012 年 7 月 16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819 号。

2006 年 7 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副经理，现任江

苏沙钢集团董事局投资部部长。 

     丁建国: 50 岁，2016 年 7 月 19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6]702

号。2005 年 2 月毕业于中共党校苏州函授学院，获学士学位。现任苏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总监，历任苏苏州市日杂品总公司主办会计、江苏新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苏州商城副总经理、苏州工业园区证券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苏州城投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等职。 

      钟金明：56 岁，2015 年 5 月 11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5]429号。2002年 4 月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现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徐凌云：46 岁，2012 年 7 月 20 日至今出任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50 号。2005 年 10 月毕业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昆山分校。兼任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昆山开发区自来水有限公司监事、昆山市东部

自来水管道安装有限公司监事、新世纪光电（昆山）有限公司监事、昆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监事、昆山天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昆山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

财务科员工，现任昆山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经理。 

       朱林一：69 岁，2012 年 7 月 27 日至今出任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84号。1968年 12 月毕业于南京商专，曾任苏州市审计局局长，现退休。 

      杨森荣：66 岁，2012 年 7 月 27 日至今出任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84 号。2003 年 10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曾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副

总经理，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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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41 岁，2012 年 7 月 27 日至今出任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84号。2004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保险学系教师。 

 

(2) 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 5 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陈子京：57 岁，监事长。2012 年 7 月 16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19 号。2008 年 7 月毕业于中共江苏省委党校。2009 年 8 月至今兼任苏州创元财务公

司董事，2010 年 4 月至今兼任苏州海格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1 年

9 月至今兼任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曾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董事。 

       张美娟：40 岁，监事。2012 年 7 月 20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50 号。2009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曾任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经济管理中心科员，现任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财务科长。 

       李 强：41 岁，监事。2012 年 7 月 16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819 号。2011 年 1 月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曾任江苏省吴中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江苏省吴中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 

       王立坚：52 岁，职工监事。2015 年 3 月 5 日出任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寿险[2015]204 号。2001 年毕业于党校法律专业。曾任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中层，民生人

寿浙江分公司中层，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责任人、中层，环平（上海）保险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法律责任人、合规法务部总经理。 

       梁稼男：50 岁，职工监事。2015 年 3 月 5 日出任本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寿险[2015]204 号。1990 年 6 月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本科学历。曾任太平养老保险公司安徽

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总公司培训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

公司培训创新部总经理。  

 

(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徐建平：53 岁，中共党员，2012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2]1232号。2011年1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东吴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裁。 

       陈玉龙：52岁， 中共党员，2016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6]499号。201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曾任新华卓越健

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  程：50 岁，中共党员，2013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任苏州分公司总经理，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884号。2010 年 8 月毕业于马里兰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专业，获硕

士学位，曾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卫新：46 岁，中共党员，2013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3]50 号。1992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金融学院保险专业，原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

监管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 

       贺 力：46 岁，2012 年 08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819 号。

1998 年 7 月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金融专业，获学士学位，曾任中德安联人寿保险公司区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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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兼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胡玉杰：45 岁，中共党员，2013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

[2013]83 号。1995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投资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原任东吴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裁。 

       张  勇：50 岁，2012 年 08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

险[2012]819 号、[2012]773 号。1992 年 3 月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获硕士学位，

曾任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 

       陆正宇：45 岁，2012 年 08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819

号，2012 年 12 月起兼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12]1259 号。1993 年 7 月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位，曾任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  杰：43 岁，中共党员，2012 年 0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寿

险[2012]768号。2008 年 3 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公共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曾任苏州市人民政

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处长（主持工作）。 

        金  文：49 岁，中共党员，2014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4]1085 号。2009 年 7 月毕业于中央党校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学历，曾任苏州市审计

局经贸处处长。 

        张群贵，41 岁，中共党员，2016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总精算师、首席风险官，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6]491号。2001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获硕士学位，曾任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 

 

4.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是□  否■）        

5. 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报告期内保险公司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是□  否■） 

2．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是□否■） 

3．报告期内保险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     

    （是□  否■） 

4．报告期内公司被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是■ 否□） 

2016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保监会监管函〔2016〕58 号，指出公司在招财宝等互联网平

台上销售的万能险保单客户信息真实性管理方面整改工作不到位。并提出以下监管要求：

自监管函下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禁止公司申报新的产品；在整改工作符合有关监管要求前，

公司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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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263,581.78 108,024.3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58.35% 244.2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63,581.78 108,024.3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58.35% 244.2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类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323,511.52 11,077.45 

利润（万元） -21,500.28 4,025.20 

净资产（万元） 359,055.81 176,220.50 

 

三. 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认可资产              1,599,944.10           1,300,321.58  

2 认可负债              1,234,335.93           1,117,399.07  

3 实际资本                 365,608.17              182,922.51  

3.1 核心一级资本                 365,608.17              182,922.51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                               -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 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97,195.76         74,898.12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6,479.99         25,827.43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7,327.31           6,035.99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69,875.11         49,303.21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7,054.72         32,508.81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5,822.64         30,774.27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7,718.73           8,003.05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7,718.73           8,003.05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23,229.39         26,114.88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830.63                     -    

3 附加资本                       -                       -    

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3.2 D-SII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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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SII附加资本                       -                       -    

3.4 其他附加资本                       -                       -    

4 最低资本        102,026.39         74,898.12  

 

 

五. 风险综合评级 

我司在保监会2016年第2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B类。 

我司在保监会2016年第3季度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A类。 

   

六. 风险管理状况 

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2016 年保监会对本公司开展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经

评估，公司 2016 年 SARMRA 得分为 70.06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32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14 分，保险风险管理 8.29 分，市场风险管理 5.96 分，

信用风险管理 7.18 分，操作风险管理 5.91 分，战略风险管理 7.74 分，声誉风险管

理 5.66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8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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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流动性风险 

(1)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净现金流（压力情景 1） 45,465.67 14,413.31 

净现金流（压力情景 2） 42,091.17 13,672.38 

综合流动比率（3 个月内） 23.32% 43.99%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94.02% 83.25% 

综合流动比率（1-3 年内） 57.40% 93.55% 

综合流动比率（3-5 年内） 947.26% 6798.67% 

综合流动比率（5 年以上） 58.85% 28.67% 

流动性覆盖率-公司整体（压力情景 1） 407.02% 1641.76% 

流动性覆盖率-公司整体（压力情景 2） 439.65% 1730.73% 

 

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3个月内、1-3年内以及3-5年内的综合流动比率有所下降； 

 1年内、5年以上的综合流动比率有所上升； 

 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下降主要因素是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增加约9.42亿元； 

 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上升主要因素是信托资产增加约2.58亿元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约

2.02亿元； 

 1-3年内综合流动比率下降主要因素是寿险责任准备金增加约33.15亿元； 

 3-5年内综合流动比率下降主要因素是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增加约5.98亿元； 

 5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上升主要因素是金融债增加约7.52亿元以及企业债券增加约3.63亿

元； 

 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1）下降主要因素是未来一个季度内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增加约12.42亿元； 

 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2）下降主要因素是未来一个季度内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增加约11.37亿元以及未来一个季度内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约21.4亿元； 

 

本公司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 号：流动性风险》及有关规定的要求，

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按季度监测各类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有效防范流

动性风险。 

 

 

 

 

 

 

 

    



10 
 

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1) 本季度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保监会监管函〔2016〕58 号，指出公司在招财宝等互

联网平台上销售的万能险保单客户信息真实性管理方面整改工作不到位。并提出以

下监管要求：自监管函下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禁止公司申报新的产品；在整改工作符

合有关监管要求前，公司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 

 

(2) 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公司对存在的问题和监管措施诚恳接受、坚决执行，认真部署整改工作，采取多种

方式积极落实整改，确保工作落实到位。一是严格执行监管措施，停止互联网销售

保险产品；二是积极与互联网平台沟通，已全部补正在招财宝等互联网平台上销售

的万能险保单客户信息；三是着力落实各项监管要求，做到依法合规经营，持续推

进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