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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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惠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完成注册资本实缴并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的有关规

定托管。本社将根据《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北京监管

局相关规定申请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须经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保险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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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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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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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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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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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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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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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责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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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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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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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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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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石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临时财务负责人，拟任财务负责人、拟任总精算

师，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学士，拥有中国精算师资格。李石宁先生拥有十

六年保险从业经验，先后在泰康人寿、天安保险、中煤保险、久隆保险产品精算、

再保、业务管理等重要岗位任职，拥有丰富的财务管理、数据分析、精算工作经

验，对产品、业务、运营、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全面深入的实务理解，对保险业

经营规律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与较强的专业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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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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942,766.21 577,507,328.6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525,942,766.21 577,507,328.64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26.83% 389.9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26.83% 389.95%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元） 647,043,707.35 469,634,776.54 

净利润（元） -18,589,240.00 -11,744,678.03 

净资产（元） 798,456,152.08 805,300,714.05 

三、实际资本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元） 1,807,141,678.84 1,727,874,300.41 

认可负债（元） 1,049,332,684.56 951,193,493.44 

实际资本（元） 757,808,994.28 776,680,806.97 

核心一级资本（元） -242,191,005.72 -223,319,1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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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四、最低资本 

项目 本季度 上季度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04,197,470.78 175,405,9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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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28,585.91 128,881,258.34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73,441,195.69 69,931,521.17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3,708,688.32 23,586,152.17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0,480,999.14 46,992,962.21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7,668,757.29 23,767,508.86 

其它附加资本   

最低资本 231,866,228.07 199,173,478.33 

五、风险综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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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第 2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中，本社被评为 A类。 

在 2020年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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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本社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检视本社偿付能力风险状况，完善风险

管理制度，优化风险控制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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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本社于第二季度启动 2020 年度风险管

理能力自评估工作。各大类风险牵头管理部门以监管设定的各项评估标准为依据，

对制度健全性与遵循有效性进行自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小组对各牵头管理

部门自评结果进行复评并完成报告编制工作。 

本社以 2020 年度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结果作为制度修订工作的主要依据，

在第四季度发布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共计 3项。 

2020 年 11月 10日，本社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0年度偿付能力应急演练

工作的通知》（众惠相互发〔2020〕071 号），详细规定了演练方式、演练时间、

演练情景设定及演练流程。 

11月 27日，本社企划财务部牵头组织，各演练情景相关风险部门积极配合，

共同完成本年度偿付能力应急演练工作。通过此次应急演练检验了本社偿付能力

风险事件应急处理流程及应急处理能力，为继续优化本社偿付能力应急处置机制

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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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下阶段的工作目标： 

1．根据 2020 年度 SARMRA 自评估工作总结发现的问题，强化追踪遵循有效

性执行情况，杜绝风险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2．综合考虑政策环境、市场动态、竞争对手及本社风险偏好，结合 2021年

度业务规划，合理确定各风险监控指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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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流动性风险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元） 35,581,655.50 100,278,599.80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2下） 313.02% 429.58% 

  3个月内 208.65% 199.82% 

综合流动比率（%） 1年内 165.99% 171.16% 

  1年以上 255.18% 2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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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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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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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