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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1. 公司简介和报告联系人 

公司名称（中文）： 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King Drag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吴小敏 

注册地址：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90 号立信广场

27层、2302室、502室、503室、105室 

注册资本： 7亿元人民币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号： L20591XMN 

开业时间： 2008年 11月 10日 

经营范围： 在福建省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相关业务， 包括兼业代理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企

财险、家财险、机动车辆保险、货运险、责任保险等。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区域：               福建省、浙江省 

报告联系人姓名： 范启泓 

办公室电话： 86-592-2992985  

移动电话： 13806012550 

传真号码： 86-592-2992855 

电子邮件： qihong.fan@kdlins.com.cn 

  



2．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

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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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 50.00% - - - - 35,000.00 50.00% 

社会法

人股 
- - - - - - - - 

外资股 35,000.00 50.00% - - - - 35,000.00 50.00% 

其他 - - - - - - - - 

合计 70,000.00 100.00% - - - - 70,000.00 100.00% 

3. 实际控制人 

股东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各出资 50%，共同控制

本公司。注：台湾人寿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与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中国信

托人寿正式合并，纳入中信金控旗下 100%持股子公司。 

4.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情况                    （是□  否■）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或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5.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报告期内变更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目前共有 8位董事，均为非执行董事。 

吴小敏：女，1955 年出生，山东大学本科毕业，高级经济师。君龙人寿董事长，兼任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提名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展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厦

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历任厦门建发公司综合部副经理、贸管部副经理、

经理，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08年 9月获批准出任

本公司董事长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08〕1277 号。 

黄文洲：男，1965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会计师。君龙人寿董事，兼任董



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历任厦门建发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

理，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2008年 9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董事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08〕

1277 号。 

李东胜：男，1970 年出生，集美财政专科学校财务会计大专毕业，助理会计师。君龙

人寿董事，兼任董事会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资金部总经理等职。历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总经理。2011 年

4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1〕544 号。 

王文怀：男, 1972 年出生，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君龙人寿董事，兼

任董事会投资委员会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现任厦门建发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历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总经理、投资总监等职。

2008年 9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董事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08〕1277 号。 

朱炳昱：男, 1953 年出生，美国肯尼迪大学企管硕士学位。君龙人寿董事，兼任

董事会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现任和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台湾人寿保险(股)公司董事、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台寿保产物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厦门欣龙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龙吉控股(星)私人有限公司董事、Long De Holding Hong Kong Limited 董事、财团法

人台北医学大学董事、财团法人文向教育基金会名誉董事长、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

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财团法人光华管理策进基金会董事、中华民国工商协

进会监事、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监事。历任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邦国际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瑞助营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益鼎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北市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政治大学企管研究所校友会会长。

2008年 9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董事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08〕1277 号。 

许舒博：男, 1963 年出生，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硕士学位。君龙人寿董事，兼任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现任台湾人寿

保险(股)公司副董事长、台寿保产险(股)公司董事长、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财团法

人人寿保险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理事、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副理

事长、中华民国保险学会副理事长、金融科技咨询委员会委员、南亚科技(股)公司独立董事、

财团法人环球科技大学董事、财团法人张老师基金会董事。 2015年 12月获批准出任本公

司董事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318号。 

卓长兴：男, 1967年出生，台湾文化大学学士学位。君龙人寿董事，兼任董事会投资



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现任台湾人寿保险(股)公司行政管理

处处长。历任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公司公关部副总经理，财团法人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执

行秘书，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公司保险事业发展小组主管，中国信托人寿保险(股)公司行

政长。2015年 12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董事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318

号。 

刘国伦：男，1966 年出生，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君龙人寿董事，兼

任董事会投资委员会委员、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现任台湾人寿保险(股)公司投资二处处长。

历任中国信托人寿保险(股)公司投资长，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公司协理，万银财务(香港)

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信托创业投资(股)公司总经理，万银财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中国

信托创业投资(股)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信托商业银行(股)公司副总经理，九仲创业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银财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 12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董

事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318号。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目前共有 2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叶衍榴：女，1972年出生，厦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历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

法务总监。 2011年 4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1〕544

号。 

叶栢宏：男，1971年出生，交通大学统计研究所硕士学位。现任台湾人寿保险(股)公

司商品精算处处长暨总精算师，兼任台湾人寿保险(股)公司综合企划部部长，中华民国保险

商业同业公会会员代表兼精算小组委员。历任中国信托人寿保险（股）有限公司策略长暨总

精算师，中国信托人寿保险（股）有限公司策略规划部部长暨签证精算师，国泰人寿保险(股)

公司数理部商品科专案精算经理、国泰人寿保险(股)公司精算部专案精算经理，国泰人寿保

险(股)公司精算部部主管暨签证精算师。2015年 12月获批准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318号。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庄中庆：1960年出生，2015年 9月起担任本公司临时负责人，2015年 9月兼任本

公司首席风险官，任职资格报告文号为君寿保发[2015]286号、君寿保发[2015]313号。

2015年 11月获批担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146

号。庄先生获得国立政治大学企业家经营管理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信托人寿保险（股）



公司营运长、资深副总经理、总经理,美国友邦保险集团中国区银行保险部副总裁、上

海分公司代理总经理，美国友邦保险集团亚洲区副总裁、江苏分公司市场部副总裁，

台湾荷商全球人寿副总裁，台湾人寿副总经理，台湾美商大都会人寿协理，庆丰人寿

助理副总经理，英商标准渣打银行副总经理，加拿大皇家银行 Sr.Account Manager，

美商大通银行助理副总，英商标准渣打银行 Account Manager。 

杨梅：1971年出生，2012年 3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资格报告文号为

君寿保发[2012]125号。2012年 3月获批准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职资格批

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2]238号。杨女士获得福建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历

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经理助理；厦门悦华酒店担任总经理秘

书兼公关部经理；厦门金三角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等。 

黄启泰：1962年出生，2013年 3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国际[2013]304号。黄先生台湾海洋大学轮机工程学系本科毕业。历任中国平安

人寿总公司培训部总经理，中国平安人寿北区市场经营部总经理，台湾荷商全球人寿

董事长室董事特别助理，台湾瑞泰人寿市场部协理，台湾大都会人寿教育训练中心经

理，台湾第一人寿业务部组训专员。 

黄甦：1965年出生，2016年 3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资格报告文号为

君寿保发[2016]102号。2010年 6月至 2016年 2月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0〕708号。黄先生获得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学士学位。历

任瑞士再保险北京分公司人寿健康险部副总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总公司核保主

管、厦门分公司核保主管、首席核保；卫生部沈阳卫生检疫局担任主管医师等。 

徐洪泰：1963年出生，2011年 9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1年 10月至

今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2012年 04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国际〔2011〕1506号、保监寿险〔2011〕1644号、保监财会[2012]460号。徐先生

获得美国康捏狄格大学精算科学和美国雪城大学系统与信息科学硕士学位。历任台湾

人寿大陆经营团队特别助理，全球人寿台湾分公司财务精算部协理，安达保险台湾分

公司风险管理部协理，宏利人寿台湾分公司精算部经理，安泰人寿台湾分公司美国/台

湾法规及再保处经理、精算部专员、高级专员、副理、经理。 

蔡荣德，1965年出生，2012年 5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任职资格批

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2]630号，2014年 4月起兼任福建分公司总经理，任职资格批

准文号为闽保监许可[2014]226号。蔡先生获得台湾中央大学统计分析专业硕士学位。

历任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发展部经理、商品企划部项目经理，国泰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讯处经理、展业部企划科长、拓展部企划科长、通讯处科长及区主



任、会计部主计科研究员，数理部统计科员。 

顾锋：1979年出生，2015年 8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资格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5]828号。顾先生获得沈阳师范大学法学理论硕士学位。历任花样年集

团（中国）有限公司合规经理，信泰人寿法务管理部负责人，广东保监局科长，大丰

市地方税务局办事员。 

郑吉静：1980年出生，2014年 1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资格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944号。郑女士厦门大学会计专业硕士毕业。历任君龙人寿财务

会计部处助理经理，沙特阿拉伯沙特阿美中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南美船务集团代理

（香港）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达飞轮船（中国）有限公司资深会计。 

赖盈宗：1968年出生，2013年 12月获批准担任本公司电话销售中心负责人职务，

任职资格批准文号为厦保监许可[2013]147号。赖先生获得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国际企业

学硕士学位。历任台湾幸福人寿辅导科长、行销总监，中国平安人寿厦门分公司营业

部经理，台湾国泰人寿展业区经理。 

（4）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在报告期间总公司高管人员的变更情况                  （是□  否■） 

职位（职务） 

变更前 

姓名 

变更后 

姓名 备注 

    

备注：我司已于 2017-01-11 任命庄耀南先生为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同时庄中

庆先生不再担任首席风险官。 

 

二、 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29,142.14          31,290.60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68.02% 335.3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9,142.14          31,290.6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68.02% 335.3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类 B类 

保险业务收入       12,517.65  8,324.79 

 净利润        -1,357.57  -642.12 

 净资产       35,283.31  36,973.79 

 



三、 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161,393.26 157,110.86 

认可负债 114,906.45 112,524.01 

实际资本 46,486.81 44,586.85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46,486.81 44,5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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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17,344.67 13,296.25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7,240.37 13,296.25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4,381.43 5,049.45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733.63 1,252.2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3,412.48 8,829.8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653.38 2,592.6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4,546.68 4,179.09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393.87 248.83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04.30 - 

附加资本 - - 

 

五、 风险综合评级 

2016年第 3季度分类监管评级：A类。 

2016年第 2季度分类监管评级：B类。 

六、 风险管理状况 

2016 年我司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得分为 78.79 分。其中，风

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69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4.83 分，保险风险管理 8.14 分，市场



风险管理 7.51 分，信用风险管理 8.95分，操作风险管理 8.37 分，战略风险管理 8.47 分，

声誉风险管理 8.6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15 分。 

本季度公司针对第三季度 SARMRA现场评估发现的薄弱环节，开展了内部整改相关工作，

由风管部牵头于 11月上半月召开整改宣讲会，整改部门完成整改计划的制定和报告，分三

阶段进行，共计 65项整改事项，预计于 2017年 6月前完成整改，并由检核三部门（合规部、

风险管理部和审计部）对整改事项进行追踪。 

七、 流动性风险 

1. 净现金流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净现金流 -3,630.67 -16,583.20 

 

2.综合流动比率 

项目 
综合流动比率 

3个月内 1年内 1-3年内 3-5年内 5年以上 

本季度数 1,122% 624% 220% 600% 4% 

上季度数 2,003% 906% 152% 279% 5% 

 

3.流动性覆盖率 

公司整体账户： 

情景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压力情景一 932% 1,385% 

压力情景二 862% 1,633% 

注：我司目前无投连账户产品，无独立账户。 

 

4.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本季度我司实际未出现流动性风险。 

我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号：流动性风险》要求进行现金流压力测

试，本季度测试的结果显示我司除未来 2季度外，未来 3年内其余期间均未出现净现金流为

负值，由于 2017年第一季度的现金流净流入大于未来三季度净现金流的总和，因此对公司

的影响较小。同时，综合流动比率及流动性覆盖率指标测试结果良好，故我司目前未面临流

动性风险。 

我司同时关注其他可能造成重大流动性风险隐患的关键环节和事件，本季度在再保险业



务、生存给付业务、投资管理业务等业务领域未发现重大流动性风险隐患，且 12月末投资

资产流动性风险监测比例为 17.44%，符合监管要求。此外，本季度也未发生非正常的集中

退保事件、重大负面报道、重大理赔事件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隐患的重大事件。 

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