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21 年 3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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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B

及 504 室 

 

法定代表人： 

 

孙立群 

业务范围： 在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

下列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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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险兼业代理（限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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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控制本公

司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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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Charles Kelly：45 岁，自 2020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

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1203 号。Kelly 先生毕业于威斯

康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Jason Charles Kelly 先生于 1999

年加入美国国际集团（AIG），现担任国际金融保险部总监（美国地区

除外），主要负责国际金融险业务的预算，再保险及人才的战略规划。

Kelly 先生加入保险行业迄今已有二十余年，尤其在金融险领域经验

丰富。 

ii. 董事： 

孙立群：45 岁，自 2018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银保监许可[2018]909 号。孙女士同时担任本公司总裁暨首席执行

官。孙女士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数学及计算机科学双学士学

位。孙女士是北美非寿险精算协会会员，同时也是美国精算学会会员。

孙女士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行业相关经验，历任利宝保险资深精算

师，美亚保险东南亚和大中华区意外和健康保险副总裁兼副总精算

师，苏黎世人寿保险亚太及中东寿险及保障险产品管理与开发负责

人，美世公司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Pamela Yeo Suan Imm：55 岁，Pamela Yeo Suan Imm 女士自 2020

年 1 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备案号美亚保险[2020]011 号。

Yeo 女士自 2012 年 7 月起，亦为本公司的董事；2019 年 2 月起，曾

出任本公司董事长。Yeo 女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拥有法律荣誉

学士学位。Yeo 女士现任 AIG 集团亚太区高级副总裁暨负责亚太区、

中国、印度及日本的区域法律顾问，负责管理区域内 16 个国家及地

区保险法律及监管事务。在加入 AIG 之前，Yeo 女士具有 12 年的律

师事务所从业经历，曾在公司财务、合并与收购、公司治理、保险诉

讼、一般法律诉讼、婚姻法诉讼等领域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张伟宏：48 岁，张伟宏女士自 2019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

事，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19]1011 号。张伟宏女士毕业于复

旦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张伟宏女士于 2014 年加入美国国

际集团（AIG），现任财产险国际部首席人力资源官，主要负责区域内

各国家及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为公司的人才引进、发展和储备

等提供全方位的战略解决方案。张伟宏女士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人力

资源行业相关经验，历任百江投资人力资源及行政总监，沃尔玛全球

海外采购中国区人力资源经理，渣打银行人力资源总监等职务。 

Sen Zhang：38 岁，Sen Zhang 先生自 2021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

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21]636 号。Sen Zhang 先生

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拥有数学学士学位。Sen Zhang 先生于 2012

年 6 月加入美国国际集团（AIG），现任集团旗下位于日本的保险公司

的中小企业事业部负责人，主要负责中小企业保险业务的损益、产品、

市场营销和渠道等端对端职责。Sen Zhang 先生已有十五年的行业相

关经验，曾在加拿大担任 Aon Global Risk Consulting 高级精算分析

师，及 Aviva 加拿大财险商业险定价经理的职务。在派任集团日本公

司之前，曾在新加坡担任亚太区的财产险定价首席精算师。 



（2）监事的基本情况 

    Anthony John McHarg：59 岁 ，2017 年 7 月起出任本公司监事，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776 号。McHarg 先生于 2003 年加入

美国国际集团（AIG）, 担任澳大利亚南方地区总经理，负责美国家

庭保险公司（AHAC）在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西澳

大利亚和北领地的业务。其后，他于 2004 年至 2007 年间领导创建了

客户管理团队并在集团的大洋洲区域担任多个高级管理职务。McHarg

先生目前担任财产险国际部跨国业务服务部及网络合作伙伴业务部

负责人，工作地点位于澳大利亚。他自 1984 年加入保险行业, 迄今已

有 30 多年的保险从业经验。 

（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总裁暨首席执行官：孙立群，45 岁，2018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

总裁暨首席执行官，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823 号。孙

女士全面负责研究决策公司重大事项，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能，

管理区域内的全面事务。孙女士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行业相关经

验，历任利宝保险资深精算师，美亚保险东南亚和大中华区意外

和健康保险副总裁兼副总精算师，苏黎世人寿保险亚太及中东寿

险及保障险产品管理与开发负责人，美世公司香港及东南亚地区

的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孙女士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并获得数

学及计算机科学双学士学位。孙女士是北美非寿险精算协会会员，

同时也是美国精算学会会员。 

副总经理：何大庆，52 岁，2021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21]14 号。何大庆先生是公司消费

者权益保护和信息化工作负责人，分管负责公司信息系统、设施

行政、应收帐款、项目管理、共享服务中心、消费者权益保护和

投诉处理，以及突发事件和业务持续计划的管理工作，推动落实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注重公司合规经营和操作风险的

管理。何大庆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拥有研究生学历和经济

学硕士学位。何大庆先生历任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首席运营

官,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及上海分公司助理总经理、财

务经理等职务。 

总精算师：郭亮，44 岁，2018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847 号。郭亮先生全面负责本公

司的精算工作，评估各项准备金及相关负债；收集和分析经验数

据，拟定保险产品费率；制定再保险制度、审核再保险计划；负

责偿付能力管理，为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和保险合同制定提供精

算支持。郭亮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郭亮先

生是北美非寿险精算协会正式会员（FCAS）。郭亮先生历任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计划财务部精算分析，香港太平保险集团业务管理

部经理。 

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林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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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保监会报告文号为“美亚保险

[2017]003 号”。林昊女士全面负责本公司合规和风险管理工作，

定期就合规和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向董事会及管理层提出改进建

议。林昊女士领导合规管理部和风险管理部，对公司重要业务活

动进行合规审查，对公司管理制度、业务规程和经营行为实行合

规管理，并开展风险识别、评估与监测，对公司的全面风险状况

进行管控。林昊女士毕业于上海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她获

得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CIA）资格。林昊女士历任美国友邦

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合规部负责人，毕马威（中国）企业咨

询有限公司经理，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风险

管理部负责人。 

审计责任人： 汪蓓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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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蓓

蒂女士于 2005 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汪女士迄今已有

超过十年的跨国公司审计从业经验，先后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及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担任高级审计师和高级审计经理。 

首席投资官/财务负责人：卞宏伟， 46 岁，2010 年 6 月出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0]607 号；2016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首席投资官，报告文号为美亚保险[2016]056 号；

卞宏伟先生于 2019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

为银保监复[2018]421 号，主要负责公司日常财务管理工作，组织

指导编制财务收支计划、财务预算、并监督贯彻执行；对成本费

用进行控制、分析及考核；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公司各项制度，

加强财务管理。卞宏伟先生曾于 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8 月担任

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卞宏伟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

学士学位。他同时也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及中级会计师资格。

卞宏伟历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员，美亚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助理副总裁、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周云，49 岁，2019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234 号。周云女士主要负责董

事会文书并协助董事会成员处理日常事务，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等

相关事务，从而使得公司信息沟通和决策执行的渠道更为畅通，

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促进公司的运作规范。周云女士毕业于美

国天普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周云女士历任美国友邦保险公

司中国区法律顾问，并曾在多个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

披露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 

杨韵璇 

办公室电话：021-3857 8000 

电子信箱：Yunxuan.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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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279,254  743,571,03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817,279,254  743,571,037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35.14   218.0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5.14   218.08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的风险综

合评级为 A，2021 年第一

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的风险综

合评级为 A，2020 年第四

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 

保险业务收入（元）  366,291,046   416,851,136  

净利润（元）  43,027,018   83,447,786  

净资产（元） 1,401,270,369 1,364,381,944 

注：以上表格列示的净利润为合并后金额。纳入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主体包括本公

司及委托投资项下的资产管理计划。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元） 3,769,593,907   3,663,291,327  

认可负债（元） 2,347,548,023  2,290,005,493  

实际资本（元） 1,422,045,884  1,373,285,834  

核心一级资本（元） 1,422,045,884  1,373,28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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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146,266 608,243,79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70,603,472 169,134,334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40,565,584 36,187,586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510,096,653 537,947,627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37,119,442 135,025,75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0,620,363 21,4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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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766,630 629,714,797 

（五）风险综合评级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为 A，2021 年第一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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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国保监会已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公布了本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SARMRA）

的评分，我司得分为 72.94。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14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6.70

分，保险风险管理 7.95 分，市场风险管理 6.28 分，信用风险管理 7.38 分，操作风险管理 7.79 

分，战略风险管理 8.32 分，声誉风险管理 7.52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87 分。 

2．偿付能力管理改进措施 

（1） 我司成立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整改委员会，已于 9

月开始 2021 年自评估工作，目前该项目在有序进行中。 

（2） 召开了 2021年第二季度的风险和资本委员会会议并完成公司季度风险管理报告，

递交至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批。 

（3） 基于监管偿二代偿付能力的风险管理要求，完成了 2021 年第二季度的风险综合

评级并按时提交。 

（4） 在报告期内对设立的所有风险限额和关键风险指标进行更新和监控，各项指标数

据显示风险状况可控。 

（5） 完成对新入职员工和兼职合规人员的操作风险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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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9,927 -328,426,368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内）（%） 217.35 216.35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内）（%） 122.70 122.93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296.55 288.10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1,291.89 2,319.18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1,271.65 1,497.47 

 

本季度净现金流为 1,801 万元，较上季度（-32,843 万元）增加了 34,644 万元，增加的

原因如下：     

1.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4,804 万元，比上个季度增加 3,473 万元；现金流入方面，原保

费收入取得现金比上个季度减少 7,459 万元，但同比去年基本持平，主要是本季度已过年单

保费续约期，开始进入收保费淡季；再保结算业务净额为 3 万元，比上季度增加了 11,253

万元，主要是上季度结算支付了协议分保保费；现金流出方面，净现金流出增加了 553 万元，

其中赔款支出减少了 618 万元，税费减少了 894 万元，手续费减少了 547 万元，而其他费用

增加了 2,401 万元，因为本季度支付了苹果延保业务服务费和 GSF 咨询服务费。 

2. 投资活动净现金流为-2,750 万元，比上季度减少 1,740 万元；净现金流入方面，定期

存款净现金流入较上季度减少 8,194 万元，货币基金净现金流入较上季度减少 2,067 万元；

净现金流出方面，委外投资净现金流出较上季度减少 8,246 万元。   

3. 本季度无利润分红，筹资活动无现金流变化, 而上季度实现利润分红 33,000 万元，

所以本季度筹资活动净现金流比上季度增加 33,004 万元，是本季度净现金流增加比较大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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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