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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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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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 股流通股 469,812,900 31.9641% H 股 正常 无

2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000,000 13.5391%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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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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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000 9.5250% 社团法人股 正常 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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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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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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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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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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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互为关联方

2 双方互为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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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单位：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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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币种

持股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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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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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小财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

联营公司 600.00 人民币 2.31% - 人民币 0% 600.00 人民币 2.31%

上海德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子公司 49,500.00 人民币 99% - 人民币 0% 49,500.00 人民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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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 7,000.00 人民币 70% - 人民币 0% 7,000.00 人民币 70%

洁众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50.00 美元 35% - 美元 0% 150.00 美元 35%

宁波灏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子公司 3,660.00 人民币 38.41% - 人民币 0% 3,660.00 人民币 38.41%

有我在(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80.00 人民币 36.94% - 人民币 0% 80.00 人民币 36.94%

上海仁新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子公司 2,000.00 人民币 38.41%
8

- 人民币 0% 2,000.00 人民币 38.41%

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5,000.0001 人民币 51% - 人民币 0% 105,000.0001 人民币 51%

ZA Tech Global Limited 子公司 980.00 美元 24.99% 490.00 美元 0% 1470.00 美元 24.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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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填报口径为上级持股公司直接持股数量或出资额。

5 填报口径为保险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比例。

6 我司作为股东，有权委任董事会七名成员中的一员。

7 我司持有众安（深圳）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70%股权，同时众安（深圳）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4.87%股权，因此我司虽然仅间接持有公司 38.41%股权，公司仍为我司能够实施控制

的子公司。

8 宁波灏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通过合约安排控制持股 100%。



4

公司名称

(单位：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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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币种

持股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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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ZA Tech Global (Cayman) Limited 子公司 5.00 美元 24.99% - 美元 0% 5.00 美元 24.99%

ZA テクジャパン株式会社 子公司 2000.00 日元 24.99% - 日元 0% 2000.00 日元 24.99%

ZA Tech Global (Singapore) PTE. LTD. 子公司 100.00 港币 24.99% - 港币 0% 100.00 港币 24.99%

ZA Tech Global (Ireland) Limited 子公司 0.10 欧元 24.99% - 欧元 0% 0.10 欧元 24.99%

众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150,000.00 港币 51% - 港币 0% 150,000.00 港币 51%

众安银行有限公司 子公司 150,000.00 港币 51% - 港币 0% 150,000.00 港币 51%

众安人寿有限公司 子公司 65,000.00 港币 33.15% - 港币 0% 65,000.00 港币 33.15%

众安关怀有限公司
9

子公司 / / 51% - - 0% / / 51%

ZhongAn Digital Asset Group Limited 子公司 5.00 美元 51% - - 0% 5.00 美元 51%

ZAKC limited 子公司 0.01 港币 51% 1400.00 港币 -24.99% 1400.01 港币 26.01%

众安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0.01 港币 51% - 港币 51% 0.01 港币 51%

Bloom Rewards Limited 子公司 0.01 港币 51% - 港币 0% 0.01 港币 51%

众安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子公司 - - - 300.00 港币 51% 300.00 港币 51%

圆币钱包科技有限公司
10

联营公司 - - - 1,000.00 美元 10.20% 1,000.00 美元 10.20%

重庆众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1,000.00 人民币 41.18% - 人民币 0% 21,000.00 人民币 41.18%

重庆杏仁派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000.00 人民币 41.18% - 人民币 0% 1000.00 人民币 41.18%

上海小嘉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1

联营企业 240.00 人民币 8% - 人民币 0% 240.00 人民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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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暖哇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484.00 人民币 44% - 人民币 0% 484.00 人民币 44%

9 公司注册在香港，为无股本的担保有限公司。

10 我司在公司派驻董事，因此我司虽然仅间接持有公司 10.2%股权，公司仍为我司能够实施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

11 我司在公司派驻董事，因此我司虽然仅间接持有公司 8%股权，公司仍为我司能够实施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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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单位：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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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币种

持股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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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上海雅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96.00 人民币 43.12% - 人民币 0 196.00 人民币 43.12%

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5000.00 人民币 44% - 人民币 0% 5,000.00 人民币 44%

暖哇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1200.00 人民币 44% - 人民币 0% 1,200.00 人民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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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安医疗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子公司 350.00 人民币 70% 150.00 人民币 30% 500.00 人民币 100%

众安（海南）远程医疗中心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00 人民币 70% - 人民币 30% 100.00 人民币 100%

众安（海南）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00 人民币 70% - 人民币 30% 100.00 人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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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a Technology Ltd. 联营企业 2.00 美元 40% -0.33 美元 -6.67% 1.67 美元 33.33%

暖哇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0.10 美元 40% - 美元 -6.67% 0.10 美元 33.33%

暖哇（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5,000.00 美元 40% - 美元 -6.67% 5,000.00 美元 33.33%

上海蜂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 - - 2,000.00 人民币 33.33% 2,000.00 人民币 33.33%

上海鼎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98.00 人民币 49% - 人民币 0% 98.00 人民币 49%

上海聚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5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50% 500.00 人民币 50%

上海众智融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00.00 人民币 30% - 人民币 0% 300.00 人民币 30%

众研社（嘉兴）软件培训有限公司 子公司 500.00 人民币 100% - 人民币 0% 500.00 人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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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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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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良洵：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产险”）副总经理，分管个人事业群。史先生于 1990 年

10 月加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曾任平安

保险金融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平安产险核保部副总经理、平安产险非水险部

副总经理、平安产险财产险部副总经理、平安产险财产险部总经理。史先生

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尹铭：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蚂蚁金服副总裁。尹先生

自 2007 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尹先生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获

EMBA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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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劲：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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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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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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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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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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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起担任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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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伟: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欧先生曾任中国人民

银行大连分行副行长，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保监局、河南保监局

局长，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湛炜标12：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

兼腾讯投资合伙人。湛先生自 2003 年加入腾讯，拥有逾 20 年科技、媒体及

电讯及投资行业经验，并曾于大型咨询及资讯科技服务公司担任多个职位。

其曾任中国科技开发院科技部干事、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及项目经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客户支援部华南地区的应用

开发顾问及区域经理。湛先生拥有华南理工大学工程学及经济学双学士学

位、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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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信息技术服务

12 湛炜标先生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须待其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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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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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上海交通大学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7.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 10 名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姜兴：姜兴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负责人，拟任

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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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生态及保险业务。姜兴先生于 1999

年 7 月取得湖南财经学院（已与湖南大学合并为湖南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

业工学学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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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分管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发展规划部、零售金融企划部、零售金

融业务部、精算部、再保部、风险管理部、内部审计部，致力于新业务孵化，

并协助总经理管理总经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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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管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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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从事投资和企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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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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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风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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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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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公司资产管理部、行政管理部、金融运营中心、银保金融

业务部的相关工作；及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协助姜兴先生分管公司财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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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林海先生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负责公

司的精算管理工作与再保险业务。林海先生于 199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

理学学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林海先

生先后在光博商务咨询（上海）等担任精算业务总监，在燕赵财险、天安财

险、永安财险、中银保险等保险公司曾担任总精算师、精算责任人或精算相

关部门负责人，有十年以上财产险公司总部精算管理工作经验。

王晓明：王晓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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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获注册会计师硕士学

位、会计学士学位，有国际注册审计师（CIA）、国际注册反洗钱师资质。

王晓明先生有 15 年以上丰富的金融保险行业的内部审计工作和管理经验，

曾先后任职于平安集团、厚相集团、漫道集团的审计及内控部门作为部门负

责人，负责统筹管理内部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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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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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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焕晨: 吴焕晨女士现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车险业务。吴女士毕业于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她在车险行业经验丰富，曾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业管部核

保员，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核中心车险核保处副处长，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管理副总监兼业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核保官、直销事业部 CEO（部门负责人）、总裁助理。

1.8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何璐

办公室电话：021-60272183

传真号码： 021-60272355

电子信箱： he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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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80% 5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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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270,962.80 1,242,938.3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63.80% 547.3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270,962.80 1,242,938.37

保险业务收入 437,841.39 326,511.19

净利润 25,357.60 -3,006.93

净资产 1,445,022.92 14,22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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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677.96 2,728,637.82

认可负债 1,915,684.01 1,207,857.02

实际资本 1,544,993.95 1,520,780.8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544,993.95 1,520,7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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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31.15 277,842.42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68,802.93 272,541.49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61,994.22 169,184.25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42,470.58 138,888.76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47,146.46 48,391.56

风险分散效应 82,808.32 83,923.08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

吸收效应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5,228.22 5,300.93

附加资本 - -

(5) 风险综合评级

评价期间 分类监管评级

2020 年第 2季度 A

2020 年第 1季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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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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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公司紧密结合外部监管规定、内部管理要求以及业务流程变化，

针对新型风险和关键领域，推进风险管控及内控优化完善措施。主要在以下

几方面开展各项措施：

1.长效提升数据治理

2020 年第 3 季度，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监管数据质

量专项数据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数据治理工作要求，继续推动完成监管数据

质量专项治理工作。组织架构方面，围绕治理目标构建了支撑监管数据长效

提升的配套治理体系，建立了多层次、相互衔接的数据治理运行机制，并配

套完善了一系列相关制度，规范监管数据源和监管数据项的归属管理。

2.进一步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于新形势下强化和统一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

更高要求。第 3 季度，公司着重进行消保体制机制建设，搭建了董事会、消

委会、消保事务委员会和联合工作小组的消保工作组织架构，并在进一步梳

理相关流程风险点的基础上完善了相关制度建设。

3.提升车险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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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 季度，公司积极响应《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积极评估和应对相关影响。9 月 19 日，众安新车险上线。众安新车险扩展了

保险责任，提升商业三者险限额，下调附加费用率并增加增值服务附加条款，

消费者可以更低的保费获得更全面的保障与更优质的服务。此外，众安保险

持续专注于通过科技赋能，为用户提供在线车险报价、投保、理赔、道路救

援等一站式智能车险服务体验，用高性价比及简单便捷的产品和服务切实维

护保险消费者权益。

4.科技赋能可视化回溯管理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

知》，提出保险公司互联网销售行为可回溯要求。众安保险积极相应，制定

了《众安保险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办法》，对相关行为进行明确

规范。由众安科技自主研发了可视化回溯系统，该系统运用数据可视化还原、

数据编排、容器引擎、容错算法等前沿技术，实现用户行为精准可视化还原。

5.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更新上线

2020 年第 3 季度，公司进行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更换。9 月底，公司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RMIS）完成开发，并在协同供应商完成相关功能测试、

系统部署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系统上线，涵盖全面风险各个功能模块，实现进

一步节约资源提升风险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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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554.26 -21,240.04

综合流动比率(3 个月内) 210.44% 164.75%

综合流动比率(1 年内) 170.35% 131.62%

综合流动比率(1 年以上) 121.93% 1164.38%

*流动性覆盖率 1 193.82% 141.59%

*流动性覆盖率 2 173.03% 1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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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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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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季度的流动性监控指标分析:本季度公司净现金流与上季度相比，由净流出

2.12 亿元转为净流入 58.66 亿元，其中，经营性、投资性和筹资性净现金流

分别比上季度增加 27,173.47 万元、增加 4,695.12 万元、增加 587,399.79

万元。筹资性净现金流增长主要是受发债事项影响所致。截至本季度末，发

债资金结汇入账财务账面，主要受此影响，3 个月内及 1 年以内的综合流动

比率较上季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 1 年以上综合流动比率受未来债务的还

本付息影响，则由上期的 1164.38%大幅降低，为 121.93%，总体上，各期限

综合流动比率均高于 100%，未来各期可获得的现金与负债导致的现金流出相

比仍较为充足。

同样主要受上述发债资金到位因素影响，本公司季末优质流动资产比上

季度有显著增加。在预计未来保费收入下降 80%的压力情景 1 下，本公司本

季度的流动性覆盖率较上季度增长 52.23 个百分点至 193.82%，；在预计未

来一个季度 20%到期固定收益资产无法收回的压力情景 2 之下，流动性覆盖

率比上季度增长 50.11 个百分点，达到 173.03%。下季度随着公司承保及资

金运用将继续带来经营性、投资性及筹资性净现金流规模的扩大，公司的优

质流动资产充足，高于未来压力情景下的净现金流出。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及未来的规划并未对流动性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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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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