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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 注册地址: 

中国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二） 法定代表人: 

许宁 

（三）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范围内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经营区域： 

天津、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

西、浙江、江西、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内蒙古、辽宁、安

徽、广西、江苏、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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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东全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6000 40.62% 

Insurance Australia Group Limited 

（澳大利亚保险集团有限公司) 
27500 16.92% 

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 15.38%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13.54%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1000 6.77% 

天津联津投资有限公司 11000 6.77% 

合计 162500 100% 

（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六）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无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七）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许宁，47岁，硕士研究生，自 2017 年 9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1083 号。现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党委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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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监事长。许宁先生最近 5 年曾任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董事、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长等职务。 

孙丽敏，56 岁，硕士研究生，自 2016年 6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536 号。现任

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丽敏女士最近 5 年曾任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职务。 

弓劲梅，46 岁，博士研究生，自 2012年 7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738 号。现任

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天津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近五年一直任天津

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 

刁锋，44 岁，博士研究生，自 2014 年 12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1113 号。现

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滨海柜台交易

市场股份公司董事，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刁锋先生最近 5 年曾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等

职务。 

Duncan Victor Brain，53 岁，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自 2014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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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4]298 号。Duncan Victor Brain 现任澳大利亚保险集团亚洲区

首席执行官，负责公司亚洲区总体战略和业务经营。Duncan Victor 

Brain先生最近 5年曾先后任澳大利亚保险集团东南亚区总经理以及

澳大利亚保险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 

郦威，46 岁，硕士研究生，自 2014 年 12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1100 号。现

任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津联集团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郦威先

生最近 5年曾先后任津联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 

张伟，44岁，大学本科学历，自 2016年 6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536 号。现任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张伟先生最近 5 年曾

任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等职务。 

沈小钧，54 岁，沈先生毕业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本科学历。

自 2017 年 11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1311 号。沈小钧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管理部销售总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销售管理部销售总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助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 3季度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 

 

 

5/20 

 

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临时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总经理等职务。 

穆英姿，61 岁，大学本科学历，自 2016 年 6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474号，

目前已退休。穆英姿女士最近 5 年曾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财务中心主任职务。 

王光宇，65 岁，大学本科学历，自 2016 年 6 月起出任渤海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474号，

目前已退休。王光宇先生最近 5 年曾任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个

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职务。 

李勇权，48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自 2016 年 9月起出任渤海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897

号，现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勇权先生最近 5年曾先后任南

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教授，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等职务。 

2.监事基本情况 

刘阳，43岁，硕士研究生，自 2016 年 7 月起任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694 号。现任天津

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阳先生最近 5 年曾任

天津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等职务。 

杨雪屏, 47岁，本科，自 2017 年 5 月起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批准任职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 524 号。现任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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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杨雪

屏女士最近 5 年曾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部高级项目经理。 

孙爱红，48 岁，本科/学士，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

事，自 2014 年 12月起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1113 号，现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合规部总经理。孙爱红女士最近 5年曾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合规部副总经理职务。 

王玥，45 岁，硕士，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自

2012 年 7 月起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发改[2012]738号，现任天津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玥女

士最近 5 年曾先后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车险部/重点客户

部/再保险部常务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总公司非车险部/再保险部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沈小钧，54 岁，沈先生毕业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本科学历。

自 2017 年 11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1311 号。沈小钧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管理部销售总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销售管理部销售总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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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临时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总经理等职务。 

嵇永明,58 岁，嵇先生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本科学历。自 2013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3]75

号。嵇永明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审计责任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审计责任人；渤

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合规负责

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首

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副总经理等职务。 

刘天赋，55 岁，刘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自 2016

年 11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3〕

222 号。刘天赋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湖北分

公司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渤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

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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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革，50 岁，王女士毕业于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历。自 2016 年

11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3〕

222 号。王革女士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天津分公

司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审计责任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审计责任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审计责任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审计责任人；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王绍发，54 岁，王先生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本科学历。自 2017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

17 号。王绍发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临时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

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临时财务负责人、江苏

分公司总经理（兼）；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临时

财务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临时财务负责

人、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兼）；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财务负责人、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兼）；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财务负责人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毛明光，47 岁，毛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自 2017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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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号。毛明光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山东分公司

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梁凯，49 岁，梁先生毕业于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研究生学

历。自 2018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

保监许可〔2018〕358 号。梁凯先生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分公司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企划部/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企

划部总经理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战略企划部/创新业务部总

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兼理赔部总经理等职务。 

赵虹，42 岁，赵女士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本科学历。自 2018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

277 号。赵虹女士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计

划财务部部门负责人、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

人兼审计部总经理等职务。 

孙爱红，48 岁，孙女士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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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

许可〔2018〕702号，孙爱红女士最近 5 年曾先后担任渤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部副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部/

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

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部/风险管理

部总经理兼纪检监察部总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部总

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兼合规部总经理等职务。 

（八）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 维 

联系电话：022-23202888 

二、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31% 137%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25,810.76 29,704.0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31% 13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5,810.76 29,704.08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 99,110.37 109,924.03 

净利润 -1,922.59 -2,143.32 

净资产 109,301.00 112,1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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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510,156.82 509,708.43 

认可负债 401,987.18 400,002.74 

实际资本 108,169.64 109,705.7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08,169.64 109,705.70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79,489.31 77,214.1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49,300.43 47,702.00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0,157.41 30,614.6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9,302.56 27,125.82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29,271.09 28,228.24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869.56 2,787.43 

附加资本 - -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 3季度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 

 

 

12/20 

 

最低资本 82,358.87 80,001.62 

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在 2018年二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A，公司在 2018 年一季度

风险综合评级为 A。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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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保监会下发的《关于 2017年 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报》

（财会部函〔2018〕888 号），公司 2017 年 SARMRA得分为 72.78 分。

评估项目各项得分情况如下： 

评估项目 评分 权重 

基础与环境 15.59 20% 

目标与工具 6.29 10% 

保险风险 7.18 10% 

市场风险 6.21 10% 

信用风险 6.63 10% 

操作风险 7.52 10% 

战略风险 8.04 10% 

声誉风险 7.45 10% 

流动性风险 7.88 10% 

合计 72.78 100% 

（二）报告期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进展情况 

1.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与完善 

2018 年三季度，公司继续完善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制定并

下发 13 项制度，修订 5 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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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下发 13 项制度 

① 基础与环境（3 个） 

董事会办公室制定下发了《渤海财险独立董事管理制度》（渤

财发[2018]544号）、《渤海财险董事信息报送制度》、《渤海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罢免制度》（渤财发[2018]334 号）。 

②操作风险（9 个） 

合规部制定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渤财发[2018]633号）。 

理赔部制定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条线反洗钱实

施细则》（渤财发[2018]424 号）。 

人力资源部制定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制度》

（渤财发[2018]445号）、《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干部管理制

度》（渤财发[2018]446号）、《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绩效薪

酬延期支付管理办法（试行）》（渤财发[2018]521号）、《渤海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问责制度》（渤财发[2018]629号）。 

信息技术部制定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线网络管理

办法》（渤财发[2018]502 号）。 

资金运用部制定并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投

资系统人员权限审阅工作细则》（渤财发〔2018〕506 号）。 

计划财务部制定并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政府补助资

金核拨细则》（渤财发[2018]563号）。 

③战略风险（1 个） 

战略企划部制定并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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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公司各部门考核方案》（渤财发[2018]636 号）。 

（2）修订发布 5 项制度 

①操作风险（3 个） 

人力资源部修订下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线管理人

员招聘录用管理制度 (2018 年修订版)》（渤财发[2018]447 号）、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线员工劳动合同管理制度（2018版）》

（渤财发[2018]628号）。 

财务部修订下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

（2018 版）》（渤财发[2018]541号）。 

②市场风险（2 个） 

资金运用部修订下发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配置管理

制度（2018 版）》 （渤财发〔2018〕524 号）、《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管理制度（2018版）》（渤财发〔2018〕525 号）。 

2．制度执行有效性 

（1）各类风险管理各项制度的遵循和执行情况 

公司按照偿二代要求，建立和完善各类制度，进一步明确各类风

险的管理流程及部门职责，完善风险偏好传导机制，建立了对各类风

险的监测和报告机制，运用全面预算、资本规划和配置、压力测试等

工具管理各类风险。 

① 基础与环境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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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检

查评估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版）》（渤财发[2018]228 号）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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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审计部于 2018 年二季度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情

况和运行效果开展了现场检查评估。2018 年 7月 25 日，渤海财险第

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渤海财险 2018 年偿付能

力风险管理体系检查评估报告》 

② 目标与工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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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付能力恶化应急预

案》（渤财发[2016]553号）的等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战

略企划部制定了应急演练预案，并牵头组织了公司 2018 年偿付能力

应急演练工作。 

③ 保险风险 

非车险部/创新业务部严格执行《2018 年非车险承保手册》、

《非车险业务承保管理制度》、《非车险业务风险控制管理规定》等

各项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遵照公司业务发展政策、风险偏好、风险

承受能力确定承保风险。强化非车险费用率的管控，采用督导人制度，

针对机构非车条线各险种赔付率超高情况，由督导人进行监督和沟通，

存在问题的责成机构整改。三季度下发了《关于云南分公司整改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业务的再次通知》（渤财非车险/创新业

务函〔2018〕104 号），鉴于该业务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要求机构

立即与客户沟通，调整承保方案。下发了《关于开展非车险未决赔案

清理的通知》（渤财非车险创新业务函[2018]105 号），通过对非车

险未决案件的清理，保证未决数据的准确性、未决案件处理的时效性，

避免长期滞留未决案件带来的不利影响。 

再保方面，非车险部/创新业务部严格执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再保险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管理好机构再保险需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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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控管理再保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通过系统对接，做好再保险交

易结算。 

产品开发方面，非车险部/创新业务部严格执行《渤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办法（2017版）》（渤财发[2017]451

号），公司产品开发工作完全符合监管部门的规范要求。 

④ 市场风险 

资金运用部定期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及时跟

踪影响市场整体和权益价格、利率风险、境外资产价格风险、汇率风

险的有关信息。依据《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授权管理制度》，

并结合公司目前的持仓情况，及时合理的调整仓位水平，保证市场风

险限额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投资操作严格按照 2018 年年度投资策略

报告和季度、月度投资策略报告进行执行。每季度撰写基金季报和委

托投资报告（含境外委托）。基金季报对过去一个季度基金市场表现

进行了全面回顾，并通过量化模型对各类基金打分，进而调整公司基

金核心池。 

⑤ 信用风险 

资金运用部严格按照《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管

理办法（2018 版）》进行执行，建立并实施交易对手授信额度的计

算模型、计算方法，强化模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提高信用风险管理

水平。 

非车险部/创新业务部在进行临分和合约安排前，按照《渤海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再保险交易对手资信管理制度(2018 版）》制

度要求执行。规范内部信用评级的方法和流程，以及外部信用评级的

运用，合理使用信用评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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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财务部本季度对应收债权进行了逐笔清理，针对机构应收

债权形成情况，下发了整改清收函，责成机构逐笔清理应收债权，形

成职责清晰的应收债权管理方式，以加强对公司应收债权的管理。 

⑥ 操作风险 

电子商务部/客户服务中心制定了《关于落实 2018 年上半年保

险投诉案件清单的相关事宜》（渤财电商函[2018]41 号），对未包

含在客服中心“系统转办”及“快捷转办”统计范畴内的投诉案件进

行落实，进一步完善保监投诉数据统计。 

综合管理部建立档案工作责任制度，完善档案体系建设。做好

日常档案整理工作，确保档案整理质量。规定档案人员要严守保密纪

律，认真执行各项保密规章制度，确保档案的安全。完善借阅档案制

度，严格档案借阅手续。销毁档案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核查、

审批，到指定的地点处理。并派二人以上监销，同时要求保密、保卫

部门配合。 

非车险部/创新业务部严格遵循《非车险业务流程》要求，规

范各环节操作流程。核保权限因人授信，逐级向分公司授权，并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各机构非车险核保权限，各条线加强对每个级别核保人

工作的日常监控，确保非车险业务规范经营。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非车险及时报案、准确估损立案管理要求的通知》（渤财非车险创新

业务函[2018]101 号），进一步加强了对超时报案及未准确估损立案

等问题的管理，提高案件估损金额的准确性和充足性，并持续跟踪及

时调整，降低估损偏差率。下发了《意健险理赔操作标准化文件（2018

版）”》（渤财非车险创新业务函[2018]106 号），根据近年条线管

理规则的变化，对意健险理赔操作标准化文件进行了完善和升级，进

一步规范了理赔各环节操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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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在招聘、调整、离职等节点上，有明确的 OA 审批

流程，相关书面材料均有统一的制式模板。制定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规范劳动合同管理，主动防范人事用工风险;通过各机构现场检查和

抽查等形式，及时发现和规避风险。 

销售管理部严格按照基本法管理要求，做好销售人员的考核。

在人员录用和离职方面，严格按照流程进行处理，防范相关操作风险。 

信息技术部根据《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工作管理

办法》，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公司信息化工作的领导机构，不定期

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信息化工作计划和重大项目。根据《渤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第三方网络安全公司签订协

议，定期对核心、财务、资金、互联网业务等主要系统进行安全检测，

形成《渤海财险应用系统安全渗透测试报告》。对报告中发现的问题

和漏洞，及时组织相关人员研究解决方案，对系统进行修补，并提交

复测。新产品新业务上线前，会请第三方专业安全机构进行相关的安

全渗透测试，针对测试结果中的问题进行修复，然后提交复测，符合

安全要求后才能上线。 

计划财务部本季度下发《关于 2018 年二季度机构财务操作风

险检查情况的通报》（渤财计财函[2018]042 号）针对单证作废率不

达标机构进行了通报，并要求进行整改。 

⑦ 战略风险 

战略企划部每月收集和分析行业发展相关信息，编制公司运营

分析报告，加强对发展规划实施日常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定偿付能力

应急预案，对公司偿付能力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对 2018 年部门考

核方案中的部门经济指标进行修订、完善和细化，并于季度末下发了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总公司各部门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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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声誉风险 

应用专业网络舆情搜索系统，24 小时对公司网络舆情进行监测。

加大正面信息发布，与搜狐、网易、中华网、今日头条等多家知名网

络媒体合作发布公司积极履行保险保障责任、发挥保险作用的信息，

树立公司品牌形象。 

⑨ 流动性风险 

全面监测公司流动性风险，编制季度流动性风险监测报告，监

测流动性风险指标。编制季度资金分析报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深入

分析现金流量情况，并上报总裁室。每日监测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及

时支付款项。关注大额资金支付，合理安排资金调拨，保证资金及时

兑付。每月统计流动性风险重大事件,评估保险风险、信用风险、战

略风险等几大风险对流动性影响。 

（2）公司各相关部门签发的风险函的份数、风险点、整改结

果的整体情况 

合规部共签发风险督导函 3份，关注的主要风险点是机构反洗钱

工作中组织机构建设、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客

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划分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均已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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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现金流（万元） 3213 1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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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流动比率（％）-3 个月以内 97.79% 120.57%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内 65.62% 67.44%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158.31% 164.96%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1 286.04% 368.05%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 2 155.67% 191.23%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 

2018 年三季度净现金流量 3213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 1.37 亿元。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内 97.79%，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内 65.62%，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158.31%。流动性覆盖率-压力一 286.04%，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二 155.67%。从上述指标看，综合流动比率-一年

以上流动性充足，综合流动比率-三个以内、一年以内低于 100%,说

明按照现有资产负债情况，三个月内、一年内到期的资产不能满足相

同期间到期负债的资金需求。长期来看，公司整体现有资产预期现金

流入能覆盖现有负债现金流出。在两个压力情景下，公司的流动性覆

盖率大于 100%，说明三季度末公司优质流动资产可以覆盖四季度压

力情景下的现金流缺口。三季度无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八、监管机构对我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2018年 9 月 10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下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

厅关于服务评价定量指标数据报送情况的通报》（银保监办发

[2018]87 号）：根据《2018 年保险公司服务评价工作方案》（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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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发[2018]31 号），公司在服务评价定量指标数据报送工作中未按

要求完成数据报送任务，中国银保监会约谈公司主要负责人，并要求

限期整改。 

（二） 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公司对相关责任部门进行了内部问责，责令相关部门总结教训，加

强整改，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严格履行岗位职责，确保不再发生类

似问题，并要求总公司各部门、各分公司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

贯彻落实各项监管规定，切实加强内控管理与自查，强化责任落实，

建立有效的层级管控机制，完善岗位责任机制、授权机制及风险管控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