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能力(间接股
权投资)建设及自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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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 姓名 职务 风险责任人基本信息
行政责任人 阳建军 总经理 行政责任人.pdf
专业责任人 王绍发 助理总经理 专业责任人.pdf

二、组织架构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资金运用工作形成了由董事会授权，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
，资产管理中心负责执行，资产管理中心定期向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
和董事会汇报的管理构架。资产管理中心承担公司资金运用日常具体工
作。资产管理中心设置总经理，全面负责资产管理中心各项工作，部门
下设固定收益投资室、交易清算室、权益投资室、股权投资室和资产配
置与风控室等，其中，股权投资室内设置股权投资经理岗、股权投资管
理岗和股权投后管理岗。

资产管理部门设置
部门名称 资产管理中心

股权投资部门
（团队）

发文时间 2019-11-28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9]649号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部门职能
、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V3.0）

岗位设置 股权投资经理岗、股权投资管理岗、股权投
后管理岗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现有间接股权投资专业人员3人，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均具备三年
以上股权投资与管理相关经验。间接股权团队主要负责日常间接股权投
资工作，包括发现、挖掘及跟踪潜在基金项目，进行项目尽职调查、相
关行业研究、投资价值分析和可行性研究，商业谈判及合同意向草拟
，汇报项目情况、推进投资审核流程、完成签约，持续跟进投后管理工
作直至退出等相关内容。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部门当前拥有3名具有3年以上股权投资相关经验
的专职人员，其中专职投后管理的人员1名

专业队伍人员管理模式
股权投资人员管理模式 自行开展股权投资

四、基本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资产管理中心负责间接股权投资业务的运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授
权机制、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我司间接股权投资工作整体上在《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授权管理制度》框架下进行，具有完善
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操作流程规范。建立了完善的项目筛选、项目尽职调
查、项目立项、项目投资决策、项目交易谈判与实施、项目后续管理等
完备的业务流程及相关的授权机制、决策和投资操作规则；实行了全面
的风险管理和持续的风险监控机制；财务核算和估值严格遵守会计准则
和各项制度要求；建立了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注重防范关联交易
和利益输送行为；建立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及危机解决方案
；实现投资业务全托管机制等。通过完善的业务制度建设，推动我司间
接股权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开展。

股权投资基本制度

授权机制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授权管理制度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5]350号
发文时间 2015-06-0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投资决策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2017年修订）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7]537号
发文时间 2017-08-0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管理流程指
引（2017年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7]795号
发文时间 2017-12-2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投资操作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管理流程指
引（2017年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7]795号
发文时间 2017-12-2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风险预算和全程管控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细则（2017年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7]796号
发文时间 2017-12-2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20]362号
发文时间 2020-07-1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资产估值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核算制度（2017年修
订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7]744号
发文时间 2017-11-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违规问责管理细
则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6]147号
发文时间 2016-03-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总公司KPI考核办
法（试行）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21]3号
发文时间 2021-01-0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资产管理中心利润
奖励办法（试行）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20]638号
发文时间 2020-11-2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2018年修订）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8]283号
发文时间 2018-04-2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2020年修订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20]670号
发文时间 2020-12-0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后续管理和退出安排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管理流程指
引（2017 年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7]795号
发文时间 2017-12-27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项目投后访
谈细则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9]425号
发文时间 2019-07-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应急处置和危机解决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重大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制度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5]345号
发文时间 2015-06-0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风险处置实
施细则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5]353号
发文时间 2015-06-0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资产托管机制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业务管理办法
（2018版）

发文文号 渤财发[2018]427号
发文时间 2018-06-1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管理能力
整体评估情况
我司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层次分
明，权责明确，各项管理制度相对完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
我司未来发展需要。我司遵循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要求建立了较为成熟的
组织管理体制、投资决策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各项决策流程清晰科学
，内部控制完善。开展间接股权投资业务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监管
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股权投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我司直接
股权投资仅有公司参股的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保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无重大股权投资。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
管规定，我公司对股权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
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
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我司具备全面、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由董事会承担最终责任；风险管
理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下履行风险管理职责；管理层（含首席风险官
）对我司风险管理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领导责任。风险管理部牵
头组织我司整体风险管理工作，根据不同风险类型，推行集中化与层次
化的管理组织体系。按照“三道风险防线”的管理机制，建立了覆盖事
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风险控制体系。通过搭建全面风险管理
框架，包括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政策制度、风险偏好与容忍度、风险限
额指标体系、内部风险管理报告机制，对我司固有风险及控制风险实施
全面管理。我司资产管理中心在资金运用授权管理框架内负责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根据我司的经营战略和整体发展规划，以及资本金和偿付能
力等约束状况，起草中长期资产配置规划，年度、季度以及月度资产配
置计划和投资策略，明确相应投资限制和业绩比较基准，经我司管理层
、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和董事会审定通过后，由资产管理中心具
体实施。《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政策（2020版）》及《渤
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权投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细则（2017年
版）》详细规定了公司及间接股权投资的风险报告制度。

风险管理制度

我司具备全面、完备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并不断修
订完善风险管理制度，目前我司风险管理制度已覆盖
七大类风险管理以及资产负债管理的相关要求。其中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政策
（2020版）》，具体规范了我司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原
则、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与职责、风险评估、风险监测
和预警、风险应对与控制、风险绩效与考核等多方面
内容，全面提升了我司风险管理能力，有效维护了我
司的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2020 年关键风险指标》进一步确定了公司的关键
风险监测点和计量标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关键风险指标管理实施办法（2020版）》对公司关
键风险指标监控管理的工作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问责制度》具体规定
了公司投资业务人员的处罚措施；《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总公司KPI考核办法（试行）》明
确了公司投资部门的业绩考核指标。

风险管理系统

我司以C-ROSS监管要求为基础，建立了偿付能力(二
代)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进一步帮助我司改善了
风险偏好的体系框架、量化传导机制及相关管理维护
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建立了各类风险限额及预警机制
，将风险偏好体系融入实际工作中。我司资产管理中
心建立了赢时胜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
，通过相关指标对不同类别投资资产的风险计量，进
一步完善了间接股权投资工作的风险监测和绩效评估
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对于间接股权投资的风险监测。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