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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1.1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圆明园路 169 号协进大楼 4-5 楼

1.2 法定代表人

欧亚平

1.3 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区域

1.3.1 经营范围

与互联网交易直接相关的企业/家庭财产保险、货运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证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分出和再保险分入业

务（仅限临时分保分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保险

信息服务业务；经原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3.2 经营区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开展与互联网交易直接

相关的保险业务，不设分支机构。

1.4 股权结构和股东

1.4.1 股权结构及其变动

股权类别

期初 期末

股份

(万股)
占比 币种

出资额

（万元）

股份

(万股)
占比 币种

出资额

（万元）

社团法人股 94,000.00 63.96% 人民币 94,000.00 94,000.00 63.96% 人民币 94,000.00

自然人股 6,000.00 4.08% 人民币 6,000.00 6,000.00 4.08% 人民币 6,000.00

H 股 24,062.50 16.37% 人民币 577,500.00 24,062.50 16.37% 人民币 577,500.00

H 股 22,918.79 15.59% 港币 1,334,650.08 22,918.79 15.59% 港币 1,334,650.08

合计 146,981.29 100.00% 146,981.2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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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类别

持股

状态

关联方

关系

H 股流通股 469,812,900 31.9641% H 股 正常 无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000,000 13.5391%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50,000,000 10.2054%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10.2054%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000 9.5250%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优孚控股有限公司 90,000,000 6.1232%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深圳日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000,000 5.5109%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青岛惠丽君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 3.4018%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上海远强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 3.4018%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上海谦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430,000 2.1384% 自然人股 正常 无

1.5 实际控制人

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都不超过 20%，公司按照公司法及章程推进公

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

1.6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单位：万)
1 公司类型

期初 报告期内的增减变化 期末

持股数量或

出资额
币种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或

出资额
币种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或出

资额
币种

持股

比例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140,0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140,000.00 人民币 10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10,000.00 人民币 100%

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5,000.00 人民币 51% - 人民币 0% 5,000.00 人民币 51%

杭州企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3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300.00 人民币 100%

众安（深圳）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7,0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30% 7,000.00 人民币 70%

北京有我在科技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60.00 人民币 60% - 人民币 0% 60.00 人民币 60%

宁波灏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合营企业 3,660.00 人民币 / - 人民币 0% 3,660.00 人民币 /

河北雄安众安金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3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300.00 人民币 100%

上海连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701.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701.00 人民币 100%

ZA Technology Services Ltd. 子公司 0.0001 美元 100% - 美元 0% 0.0001 美元 100%

众安医疗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350.00 人民币 70% - 人民币 0% 350.0000 人民币 70%

众安关怀有限公司
3

合营企业 / / / / / / / / /

众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4 合营企业 100,000.00 港币 / - 港币 0% 100,000.00 港币 /

1 填报信息以工商变更时间为准，并且包括直接子公司向下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企业。

2 众安（深圳）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4.87%股权。

3 公司注册在香港，为无股本的担保有限公司。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0%股权。

4 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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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单位：万)
1 公司类型

期初 报告期内的增减变化 期末

持股数量或

出资额
币种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或

出资额
币种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或出

资额
币种

持股

比例

众安银行有限公司5 合营企业 100,000.00 港币 / - 港币 0% 100,000.00 港币 /

1.7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7.1 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 13 名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欧亚平：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百仕达控股有限公司

创办人及主要股东。欧先生现兼任上海外滩美术馆董事会主席、大自然保护

协会亚太及中国理事。欧先生曾任招商银行董事、百江燃气控股公司董事局

主席等多家贸易及投资公司的董事，在投资、贸易及公司管理方面累计近 30

年经验。欧先生拥有中国北京理工大学颁发的工程管理学士学位，同时是北

京理工大学校董。

韩歆毅：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韩先生曾任中国国金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主要

从事互联网、铁路、电信等行业的投资银行业务，完成了多个 IPO、增发、

债务融资及并购项目；阿里巴巴集团企业融资部资深总监，参与并完成了阿

里巴巴香港上市公司私有化、阿里巴巴集团与蚂蚁金服之间架构重组、阿里

巴巴集团IPO及阿里巴巴集团回购雅虎所持股份及多次股本和债务融资项目。

韩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别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

学位。

赖智明：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易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腾讯集团副总裁、支付基础平台和金融应用线负责人。赖智明先生于 2009

年加盟腾讯公司，曾担任腾讯公司 QQ 会员产品部经理。2012 年 9 月，赖先

生出任财付通总经理，随后成为腾讯支付基础平台和金融应用线负责人。他

领导的团队向 3 亿个人用户提供网络支付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商业客户提

5 众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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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交易额和获取更多用户。在此之前，赖先生在英国 Apax Partners 私募基

金和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都担任过投资经理，也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

投资银行担任助理副总裁。赖先生于 2009 年获选“江苏省无锡市 530 计划

企业优秀领军人物”。赖先生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理科学士和经济学硕

士学位，以及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王国平：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国平先生于 1997 年 9 月加入中国平

安，历任苏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助理、总公司车险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总公司车险意健险理赔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福建分公司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及总经理、平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平安产险

总经理助理、平安产险副总经理等职务。王先生获得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

士学位、硕士学位。

胡晓明：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蚂蚁金服总裁，阿里巴

巴集团副总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所及浙江省金融研究院理事。曾任阿里云

计算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建设银行湖州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中国光大

银行杭州分行银行卡中心总经理、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资深总

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资深总监、阿里小贷公司总经理、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筹）创新

金融事业群总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筹）首席风险官。胡先生毕业于中欧

工商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郑方：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凯思博投资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家

机电工业部项目经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秘书、美国纽约洛克菲

勒公司证券分析员、美国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经理、美国利昂资产管

理公司合伙人。郑先生获得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学士学位、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陈劲：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曾任中信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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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总裁，并先后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要管理岗位任职。陈劲拥有华中科技

大学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经济管理硕士学位。此外，陈劲还拥有长江商学院

EMBA 学位。目前，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

欧晋羿: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百仕达控股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欧先生曾在 Thrive Capital 任投资团队成员，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担任百仕达控股有限公司企划发展部经理。欧先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

学，获得东亚研究学士学位。

陈慧：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上海银统金融电

子有限公司财务行政部经理、携程旅行网财务总监、如家酒店集团 CFO、华

住酒店集团 CFO，在旅游及酒店管理领域有较丰富的行业经验及财务管理经

验。陈女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分别获得管理学院学士、硕士学位。

张爽：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

会董事局董事、CEO、联合创始人。曾任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首席代表。

张先生获得南京大学自然资源管理学士学位、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计算机与地理信息系统硕士学位。

杜力：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在北京凤凰财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国内资深投资并购专家。兼任北

京快乐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扬州新概念电器有限公司董事、趣店集

团董事。杜先生具有 15 年以上投资管理、企业并购及公司管理经验，投资

领域涵盖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医疗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并成功主导多起重大并购项目。杜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

并获长江商学院 EMBA 学位、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 EMBA 学位。

LI YIFAN: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任华鑫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黑龙江国中水

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趣店集团独立董事。曾任正兴车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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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财务

官。LI YIFAN 拥有芝加哥大学步思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德克萨斯大学

会计硕士学位、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吴鹰：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卓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吴先生于

1995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月担任 UT斯达康中国公司的主席兼行政总裁。2008

年 10 月起担任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吴先生获得北京工业大学电

子工程学士学位及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科学硕士学位。

1.7.2 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 3 名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温玉萍：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日讯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任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深圳日讯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温女士获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会计学学士

学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干宝雁：干宝雁女士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优孚控

股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曾任金华市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项目

经理。干宝雁女士获得同济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士学位、上海财经大学金融

学研究生学历。

刘海姣: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健康险事业部业务

副总裁。她曾先后任职于中国平安渠道发展事业部和易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具备出色的团队领导能力，并且能够团结同事、真

实地反映广大职工的意愿和主张。刘海姣女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并获得了

市场营销学和经济新闻学的双学士学位。

1.7.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 13 名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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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劲：陈劲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联席首席

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陈劲先生曾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企业

管理专业、经济管理专业，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此外，还获得长

江商学院 EMBA 学位。目前，陈劲先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陈劲先

生具有近 20 年的深厚金融工作背景及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加入众安保

险之前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总裁，并先后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要管理岗位任

职。

姜兴：姜兴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联席首

席执行官，及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人代表，主要负责本

公司的健康生态、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及保险业务。姜兴先生于 1999 年 7 月

取得湖南财经学院计算机应用学士学位。姜兴先生于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负责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保险部,于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王敏：王敏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

理助理兼高级副总裁，分管董事会办公室、发展规划部、通信金融业务部并

致力于新业务孵化。同时王敏先生兼任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王敏先生已分别取得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曾任职

于保险监管部门，参与制定多项保险监管制度，熟悉保险法规和行业经营。

邓锐民：邓锐民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

席财务官，分管公司财务部与投资者关系部工作。邓锐民先生于 1986 年与

1990 年分别取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计算机学士

学位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邓锐民先生常年从事财务和企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财务和管理

经验。

张勇博：张勇博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合

规负责人兼首席法务官，分管公司法律合规管理、公司治理及证券事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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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博先生具有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他具有多年执业律师工

作经验，先后在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公

司治理及法律合规管理工作。

李高峰:李高峰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

席投资官，分管公司资产管理的相关工作。李高峰先生曾在天津大学攻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于 2000 年 6 月获工学学士学位。李高峰先生具有深

厚的金融行业背景及近 20 年的管理经验，对中国资本市场有较为深入的理

解。李高峰先生先后任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营业部负责人；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林革: 林革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并

分管车险业务。林革先生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获得汽车设计学士学位。在

加入众安之前，林革先生在车险领域具有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先后任职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新渠道事业部副总经理兼任网销中心总经理及南区电销中心总经理，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车险部总经理职务。

梁玉苹: 梁玉苹女士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风控高级副总裁，负责金融风控中心和金融数据中心的相关工作。梁玉苹

女士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梁玉苹女士具有丰富的

风险管理和企业管理经验，曾在美国银行台湾分行，荷兰银行，Visa 国际组

织，中信银行，卫盈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保险集团任职，负责信

贷周期管理、互联网大数据风控、风险量化方面的工作。

马明宇：马明宇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首席风险官，分管风险管理工作。马明宇先生，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法律硕士（JD）、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学士。曾任宝钢集团华宝信托

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平安集团陆金所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世界银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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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IFC）东亚及太平洋局金融项目咨询官员、中国银行总行及

纽约分行法律及风险管理经理、内蒙古国际商务律师事务所初级合伙人。

滕辉：滕辉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主要负

责公司的精算管理工作与再保险业务。滕辉先生于 2001 年 6 月与 2004 年 6

月分别取得复旦大学理学学士及经济学硕士学位。滕辉先生拥有中国精算师

资格证书，在产险精算领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主要工作领域涉及准备金、

产品定价、再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等，先后在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本

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工作并担任精算责任人。

张经纬：张经纬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

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张经纬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得财务管理学

士学位。张先生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保险及金融行业审计及管理工作经验，

曾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中德安联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负责审计管理工作。

向雷：向雷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业务

副总裁，负责社交网络事业部及互联网金融事业部工作，兼任众安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监事。向雷先生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十八

年 IT 及互联网从业经验。向雷先生曾获国家级、科技部级、省级多项科技

进步奖励，任西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高级人才津贴，曾任金蝶国

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孙睿: 孙睿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

公司财务部的相关工作。孙睿先生于 2005 年 7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孙睿先生具备 10 年以上的财务工作背景和经验，

曾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美国和香港上市的相关技术研究，在并购、

反舞弊等领域也多有涉猎。

1.8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方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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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电话：021-60272183

传真号码： 021-60272355

电子信箱： fangchunliang@zhongan.com

(2) 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543.36% 549.01%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245,456.92 1,282,634.2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43.36% 549.0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245,456.92 1,282,634.29

保险业务收入 327,978.28 262,072.49

净利润 -26,217.57 28,315.32

净资产 1,449,303.16 1,474,864.74

(3) 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2,282,604.36 2,244,007.64

认可负债 756,232.82 675,713.52

实际资本 1,526,371.54 1,568,294.12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526,371.54 1,568,294.12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4) 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280,914.62 285,659.83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75,555.07 280,209.75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12,117.58 214,014.15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90,203.02 96,163.02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48,440.46 45,880.87

风险分散效应 75,205.99 75,848.29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

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5,359.55 5,450.08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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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综合评级

评价期间 分类监管评级

2019 年第 1季度 A

2018 年第 4季度 B

(6) 风险管理状况

6.1 银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

分

本公司 2017 年 SARMRA 得分为 76.11 分,较 2016 年有所提升。其中，风

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31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51 分，保险风险管理

7.55 分，市场风险管理 7.35 分，信用风险管理 7.75 分，操作风险管理 7.45

分，战略风险管理 7.66 分，声誉风险管理 7.93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62

分。

6.2 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报告期最新进展

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完成了 2018 年度的偿付能力压力测试工作；根

据相关管理规定，编制了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以及通过相关审批；根据风

险限额管理相关办法，对风险指标库与限额进行了更新与完善；此外，风险

管理部通过与包括法律合规部等在内的各部门加强交流、组织和参与培训、

编制简报等各种形式，不断加强我司的风险管理文化建设。

(7) 流动性风险

7.1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公司整体 上季度公司整体

净现金流(万元) 2,681.44 -9,533.16

综合流动比率(3 个月内) 307.17% 374.32%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241.55% 288.40%

综合流动比率(1 年以上) 728.09% 399.31%

*流动性覆盖率 1 502.63% 1356.76%

*流动性覆盖率 2 337.56% 5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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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正式实施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的流动

性覆盖率计算所采用的两个压力情景。

7.2 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流动性风险是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

获得充足资金，以支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根据 2019 年

2 季度的流动性监控指标分析: 流动性覆盖率方面，优质流动资产能够覆盖

压力情景一及压力情景二下未来一个季度的现金流出，且指标情况优秀；综

合流动比率方面，公司各期间综合流动比例均大于 100%，说明公司账面资

产对应现金流入能够充足匹配流动负债带来相应期间的现金流出。

综上所述，我司流动性风险整体可控；未来会紧密监控优质流动性资产

规模的稳定性以及保费达成情况，以保障我司现金流来源稳定。

(8)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