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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中文）：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RGA Reinsurance Company Shanghai Branch 

 

（二）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66号未来资产

大厦10楼ABEF单元 

 

（三） 法定代表人：OU JASON HAO（中文名:欧浩） 

 

（四） 经营范围：经营人寿再保险业务，包括 1、中国境内的再保险业务； 

2、中国境内的转分保业务；3、国际再保险业务。 

 

（五） 股权结构和股东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

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六） 子公司、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 

    本季度未发生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情况。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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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高管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任期开始日期 职务 

Ou Jason Hao 2014年9月11日 总经理  

张之滨 2017年9月18日 副总经理 

叶桂卿 2015年9月1日 精算责任人 

蔡康杰 2017年5月10日 财务负责人 

张琳 2016年11月25日 合规负责人 

 

二、 报告联系人 

 
姓名： 张琳 

办公室电话： 021-20670690 

传真号码： 021-20670601 

电子信箱： avazhang@rgare.com 

 

 

 

 

mailto:avazhang@rg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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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偿付能力充足率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486,920,142.69  311,413,876.04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62.77% 261.90%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486,920,142.69  311,413,876.0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62.77% 261.90% 

 

 

 

 

 

 

 

主要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保险业务收入   285,987,521.06   279,162,386.28 

净利润   -5,114,993.24   -6,990,517.11 

净资产 214,901,466.53 220,016,4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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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1,552,088,641.34   1,330,918,340.94 
认可负债  766,028,491.73   827,157,596.83 

实际资本  786,060,149.61   503,760,744.11 
其中:  核心一级资本 786,060,149.61   503,760,744.11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五、 最低资本 
（单位：元） 

 

项 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299,140,006.92  192,346,868.07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94,980,777.95  192,867,610.6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43,699,519.65   122,770,753.60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2,199,530.02   30,923,146.7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0,731,775.90   11,086,984.32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05,526,444.51  109,791,175.71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97,176,492.13  81,704,449.80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159,228.97    -520,742.55  

附加资本 - - 

 

 

六、 最近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类监管） 

 

2018 年 10 月，银保监会财会部在偿二代报送系统中发布了 2018 年第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的评价结果，我司被评定为 A 类。 

2018 年 12 月，银保监会财会部在偿二代报送系统中发布了 2018 年第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的评价结果，我司被评定为 A 类。 

七、 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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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类型、最近会计年度的签单保费和总资产 

 

本公司是根据《公司法》、《保险法》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在中国上海注册

成立。本公司营运资金为人民币 3 亿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分入保费 1,065,826,193.35 元，总资产

1,043,195,447.57 元。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依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2018 年度保险机构 SARMRA 评估、公司治

理评估、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37 号）

要求，我司被纳入 2018 年度 SARMRA 现场检查评估的范围，评估小组已于 8 月

底前完成现场评估。根据《关于 2018 年 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报》（银保监财

[2018]131 号），我司在 2018 年 SARMRA 得分为 77.18 分。我司将根据此次评

估结果和发现的不足及时制定整改计划，并着手逐步落实。 

2018 年 11 月 12 日，银保监会财会部下发《关于 2018 年 SAMARA 评估结

果的通报》（银保监财[2018]131 号）中，我司得分为 77.18 分。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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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分数 

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84 

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18 

保险风险管理 7.77 

市场风险管理 7.38 

信用风险管理 7.89 

操作风险管理 8.15 

战略风险管理 7.76 

声誉风险管理 7.38 

流动性风险管理 7.84 

总得分 77.18 

 

根据监管相关制度及公司管理要求，公司在注册成立时完成了各项管理制度

的制定，包括财务管理制度、精算定价制度、核保制度、人事行政制度等。自偿

二代实施以来，公司更加重视风险管理，先后聘请普华永道和德勤协助搭建与完

善偿二代的体系构架。公司现已基本建立起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风险管理策略和

制度，并不断通过定期梳理优化中长期方案计划来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自

2018 年 11 月收到银保监会公布的 2018 年 SARMRA 评估结果及银保监会黑龙江

筹备组评估情况的函后，我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已组织相关人员认真研究评估结

果及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并将着手讨论和制定相应的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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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实际净现金流（百万元） 69.66 -117.83 

综合流动比率（%）   

  交易类现金流综合流动比率（%） - - 

  未来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143.01% 190.21%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118.73% 121.84%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106.78% 132.12%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1,173.88% 1,119.37%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 1,435.10% 1,529.77% 

 

  本公司按照“监管规则12号：流动性风险”中列示的方法评估流动性风险。

2018年12月31日的流动性指标计算结果如下： 

 

    未来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143.01%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118.73%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106.78%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1,173.88%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1,435.10% 

  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在2018年4季度处于可控范围内。 

 

九、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银保监会未对我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无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