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亚财险保险有限公司 2016 年 1 季度 

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AIG Insurance Company China Limited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5 楼 501B、503、504 单元以及 3

楼 303B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郑 艺（Eric Yi Zheng） 

 

 

业务范围： 1、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

险等财产保险业务； 

2、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3、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其他法定保险业务（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区域： 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含深圳市）、江苏省、浙江省 

 

 

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权类别： 外资股 

股东：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股份或出资额（万股或万元）： 91,138.6114 

持股占比： 100% 

 

实际控制人：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为我司的实际控制人。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

企业的基本情况： 

 

 

 

 

 

 

本季度末不存在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基本情况： 

 

（1） 董事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董事会成员共有 5 位。 

i. 董事长： 

John Joseph Carey: 63 岁，2012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国际〔2012〕53 号。Carey 先生于 1976 年毕业于中康州涅狄格州立大学，获理学

士学位。 

ii. 董事： 

Pamela Yeo Suan Imm：50 岁， 2012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国际[2012]841 号。Pamela Yeo Suan Imm 女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拥有法

律学士学位。Yeo 女士现任 AIG Asia Pacific Pte. Ltd.（AIG 亚太区）的高级副总裁暨总

法律顾问，负责管理区域内 15 个国家及地区的法律事务及保险业务的合规事宜。  

郑艺：58 岁，2011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

[2011]1438 号。郑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并获得英美语言文学学士。此后，他赴美

深造，并先后获得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硕士和乔治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郑金庆：53 岁，2015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31

号。郑先生先后毕业于同济大学、纽约市立大学，获得机械工业管理专门化、工业管

理工程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郑金庆先生自 2014 年起担任美亚国际集团下属

子公司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北亚太区财务总监职务。 

Rene Wenger：49 岁，2015 年 5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5]420 号。 Rene Wenger 先生毕业于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得商学学士学

位。Rene Wenger 先生持有美国伊利诺伊州注册会计师资格。 Rene Wenger 先生于 1994

年加入财务行业, 迄今已有 21 年的财务从业经验，曾在普华永道、瑞士信贷集团、德

国商业银行新加坡分公司担任高级财务管理职务。他于 2009 年加入美国国际集团担任

亚太区财务规划与分析负责人。目前 Rene Wenger 先生担任财务部亚太区个人险及北亚

太区业务合作伙伴的职务。 

iii．董事会秘书： 

卞宏伟：41 岁 ，2010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至今。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国际[2010]607 号。卞先生于 1997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

同时也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及中级会计师资格。 

 

（2）监事的基本情况 

    John Michael McPhee： 53 岁，2013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3] 454 号。John McPhee 先生目前担任 AIG 亚太区个人险负责人，之前担任

AIG 亚太区个人险区域管理执行官及高级副总裁。 

（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总经理暨首席执行官：郑艺，58 岁，2013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总裁暨首席执行官，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3]210 号。郑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并获得英美语言



文学学士。此后，他赴美深造，并先后获得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硕士和乔治城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财务负责人：郑金庆，53 岁，2015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5〕590 号。郑金庆先生先后毕业于同济大学、纽约市立大学，获得

机械工业管理专门化、工业管理工程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获得美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资格。郑金庆先生自 2014 年起担任美亚国际集团下属子公司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北亚太区财务总监职务。郑金庆先生拥有长达十余年金融

行业的从业经历，自 1999 年起在通用集团任职，先后担任集团高级技术顾问、副总裁、

亚太区财务总监职务。 

精算负责人：任广通，47 岁，2006 年 11 月出任本公司精算责任人，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产险[2012]109162 号。任广通先生获南开大学数理统计学学士，精算学硕士学

位及伦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合规负责人：林昊， 38 岁，2012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法规 [2012]416 号。林昊女士毕业于上海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审计责任人： 汪蓓蒂， 37 岁，2013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3]77 号。汪蓓蒂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会计与信息技术专业，获得

商学学士学位。 

首席风险官: 陆多为, 41 岁，自 2015 年 8 月起担任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首席风

险管理官。陆多为先生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

获得管理工程学士学位、金融工程及风险管理硕士学位，并获得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

资格。陆多为先生拥有十二年风险管理从业经历。 

首席投资官：卞宏伟， 41 岁，2016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首席投资官。卞先生于 1997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及中级会计师资格。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郭亮 

办公室电话：021-3857 8329 

移动电话：18616915533 

电子信箱：Patrick-l.Guo@aig.com 

传真：（86-21）3857 8111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775,474,821 603,536,42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775,474,821 603,536,423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455.04 275.0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455.04 275.09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2015 年第四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 

2015 年第三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 

保险业务收入（元） 476,290,415  447,163,735 

净利润（元） 23,939,902  17,850,792 

净资产（元） 1,023,348,273  1,005,561,470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元） 3,014,286,128 2,707,261,040 

认可负债（元） 2,020,394,066 1,759,021,110 

实际资本（元） 993,892,061 948,239,930 

核心一级资本（元） 993,892,061 948,239,930 

核心二级资本（元） - - 

附属一级资本（元） -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 

 

 

（四）最低资本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18,417,241 344,703,506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79,888,666 191,028,72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390,461 3,804,671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90,608,712 249,476,92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5,470,599 99,606,808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 - 

附加资本 - -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D-SII 附加资本 - - 

G-SII 附加资本 - - 

其他附加资本 - - 

最低资本 218,417,241 344,703,506 

 



（五）风险综合评级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2015 年第三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 

 

（六）风险管理状况 

1．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 

保监会尚未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评估。 

 

 2．偿付能力管理改进措施 

   待保监会完成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后，公司将公布相应的偿付能力管理改进措施及进展。 

 

（七）流动性风险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净现金流（元） 290,273,052 -292,946,320 

综合流动比率（%） 164.3 176.0 

流动性覆盖率（%） 1,351.5 1092.9 

   本季度现金流净增加额为 290,273,052 元，主要是从再保方收到存入保证金约 3.3 亿元。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季度监管机构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