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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简介 

公司名称（英文）： Public Mutu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 李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4008号深港

创新中心 C组团前海深港创新中心 4F-01-4号 

经营范围：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分出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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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区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报告联系人姓名： 付晓岗 

办公室电话： 010-57393634 

移动电话： 18601143610 

电子信箱： fuxiaogang@pubmi.org 

（二）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出资情况 

主要发起会员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3.00% 23,000.00  

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 12,000.00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00% 12,000.00 

金银岛（宁夏）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00.00  

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 9.00% 9,000.00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 8,000.00 

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0% 7,100.00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0% 4,900.00 

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 3,000.00  

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 3,000.00  

李静 3.00% 3,000.00  

宋伟青 2.50% 2,500.00  

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2.50% 2,500.00  

合计 1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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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控制人 

本社无实际控制人。 

（四）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本社已设立全资子公司众惠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 

杨佩，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杨佩女士拥有三十余年保险从业经验，

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机构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在财务、审计、稽核等方面具

有深入研究及丰富实践经验。杨佩女士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肖莉，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房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合

伙人。肖莉女士曾先后供职于中南工业大学、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日本三

菱商事会社，并曾担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执行副总裁，

曾连续五年荣获《新财富》杂志评选的金牌董秘之“最受机构投资者欢迎董秘”

称号，她还获得《中国企业家》杂志颁发的 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商

界木兰”奖。肖莉女士拥有武汉大学文学学士、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刘燕，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公司财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等多个学术组织

任常务理事，并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法律援助与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北京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刘燕女士主要从事会计法、财

税法、金融法等专业的研究，专攻于会计与法律的交叉视角，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出版个人专著《会计法》，与人合著、译校 7部专业书籍，并参与《公司法》、《合

伙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刘燕女士毕业于北

京大学，先后获得经济法专业学士学位、社会学专业辅修学士学位、经济法专业

硕士学位、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拥有中国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

为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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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访问学者。 

2)执行董事 

李静，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董事长、执行董事。李静女士 1992 年即进入全

球性相互保险组织——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工作，拥有逾二十年保险从业经验，曾

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光大永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李静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

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并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冯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学

士。冯威女士拥近二十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岗位任职。2014 年起即全力投入到国际

相互保险的研究和本土化探索工作中，并全程参与众惠相互的发起设立及筹备开

业全过程，在相互保险的法人治理、资本工具、会员权益实现等方面进行了领先

实践，同时在保险公司业务运营流程、内控合规建设及全面风险管理等方面有丰

富的管理经验。 

3)其他董事 

桑育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董事，1997 年创办北京中兴隆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并任执行董事。桑育松先生创业以来一直从事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生活用

品批发及零售业务，对国家经济、小微企业发展及产业链运营有着深刻的洞察和

切身的感受。桑育松先生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会计审计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并拥有助理会计师资质。 

张婧，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董事、华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张婧女

士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先后在多个大型律师事务所担任执业律师，并曾担任大

型企业的法律顾问、法律部门负责人，在公司的风险控制、法律合规、项目投资

方面具有深入研究和丰富经验。张婧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

位。 

2.监事基本情况 

1)监事 

宋伟青，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监事长、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伟

青先生具备丰富的银行从业经验，曾任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上海分行等机构重要

管理岗位，在金融、风险、财务，特别是小微金融、信贷风险管控等方面具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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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宋伟青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管理学士

学位。 

王世旻，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监事、深圳市研一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

监。王世旻先生曾在大连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汉信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任重要岗位，一直从事会计、审计工作，对大型企业和上市公

司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改制上市等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王世

旻先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高级会计师资质。 

2)职工监事  

李蓉念，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职工监事。李蓉念女士历任鹏达环球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智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从事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相关工作逾十年，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力资源体系设计有丰富的经验。李蓉

念女士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拥有高级人力资源师资质。   

3.本社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孙荣和，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学士。孙荣和先生拥有近 25 年的财产保险行业从业经验，先后在平安产险、华

安产险、中国大地产险等公司工作。自 2003 年起即担任财产保险公司省级分公

司负责人，深刻了解财产险市场及监管政策，具备较强的宏观把控能力、敏锐的

市场洞察力、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业务资源以及深厚的行业积累，在财产保险

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业务拓展、风险管理等各方面均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经验。 

俞伟，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拥有逾二十

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及逾十年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经验。在加入众惠相互之

前，俞伟先生曾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要管理岗位任职。 

张永志，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本科毕业于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保险专业。张永志先生从事财产保险工作近三十年，曾先后在

平安保险、人保财险、太平财产保险等公司担任业务管理相关的重要职位，深刻

了解财产险市场，熟悉再保险，具备较强的财产保险业务管理能力、战略规划和

市场分析能力，拥有良好的风险识别、赔案把握的能力和经验。 

冯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董事会秘书，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学士。冯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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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拥有近二十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岗位任职。2014 年起即全力投入到国际相互保险

的研究和本土化探索工作中，并全程参与众惠相互的发起设立及筹备开业全过程，

在相互保险的法人治理、资本工具、会员权益实现等方面进行了领先实践，同时

在保险公司业务运营流程、内控合规建设及全面风险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 

吴晓东，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清华大学计算机软

件工程双学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吴晓东先生曾先后在都邦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主要负责人，在财产

保险的保险业务、财务管理、战略企划、信息技术及偿付能力管理等方面具备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财务、企划管理经验及系统建设和实践经验。 

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563,396,874.39 588,632,571.49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563,396,874.39 588,632,571.4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53.72% 394.7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53.72% 394.78%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元） 387,028,818.57 148,661,310.93 

净利润（元） -6,307,564.59 -7,544,917.77 

净资产（元） 810,737,827.49 814,127,110.84 

三、实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元） 1,896,155,927.54 1,547,852,962.13 

认可负债（元） 1,110,700,760.74 759,531,914.73 

实际资本（元） 785,455,166.80 788,321,047.40 

核心一级资本（元） -214,544,833.20 -211,678,952.60 

核心二级资本（元）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附属一级资本（元） -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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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资本 

项目 本季度 上季度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95,559,922.86 175,859,512.0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50,036,628.82 151,686,524.21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66,292,364.19 33,091,178.79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1,825,589.46 29,206,273.54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2,594,659.61 38,124,464.51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6,498,369.55 23,828,963.88 

其它附加资本   

最低资本 222,058,292.41 199,688,475.91 

五、风险综合评级 

在 2019年第 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中，本社被评为 A类。 

在 2020年第 1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中，本社被评为 A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监管评估 

2017 年 SARMRA 得分为 52.90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1.48分，风

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2.61 分，保险风险管理 4.92 分，市场风险管理 3.41 分，信

用风险管理 4.64 分，操作风险管理 6.30 分，战略风险管理 7.05 分，声誉风险

管理 6.4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01分。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 2017年度监管机构 SARMRA评估给定的意见，结合 2018 和 2019两个年

度 SARMRA 自评估结果，本社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压力测试、风险管

理应急预案等方面尚需完善。 

本社 2020 年度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工作已于第二季度启动，各风险牵头部

门已初步完成对制度健全性、遵循有效性的自评。在第三季度将推进各风险牵头

部门之间的交叉评议并形成总结报告，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制度修订工作及其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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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整改工作。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下阶段的工作目标： 

1．根据 2019 年度 SARMRA 自评估工作总结发现的问题，结合当前阶段本社

风险管理情况，由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小组牵头梳理本社现有偿付能力风险管

理制度体系，组织开展并完成 2020 年度风险管理能力自评工作，推动本社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的持续进步。。 

2．加强日常风险管理监测工作，合理预测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波动对本社

偿付能力指标的影响，确保本社偿付能力指标符合年度风险偏好以及董事会既定

目标，发现超限额情形及时提醒相关部门落实处置机制，降低风险影响。 

3．组织开展年度偿付能力应急演练工作，强化偿付能力应急响应机制，提

升本社风险管理水平。 

七、流动性风险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元） -89,031,112.08 37,036,252.49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2下） 694.80% 586.67% 

  3个月内 180.08% 320.39% 

综合流动比率（%） 1年内 161.30% 198.86% 

  1年以上 297.40% 307.72% 

本社在战略资产配置管理中，对于投资资产方面均配置符合监管比例要求的

各类投资资产，着重配置高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流动性需求。本社持有优质流动资

产 62,292.93 万元，未来一年综合流动比率预计均在 160%以上，拥有较充足的

流动性水平。 

本社在 2020 年第二季度现金流表现为净流出，主要原因是扩大了投资资产

规模。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本社未被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