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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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

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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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浩 2014年9月11日 总经理  

张之滨 2017年9月18日 副总经理 

侯文才 2019年12月18日 总精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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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410,032.95     482,564,838.4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70.61% 279.7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467,410,032.95 482,564,838.4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0.61% 2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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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11,850.12    269,387,007.52    

净利润 -4,488,796.77 -500,038.48 

净资产 170,058,975.10 174,547,771.87 

 

四、 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1,919,803,151.32    1,925,930,549.69   

认可负债  1,178,431,947.22  1,174,868,981.05 

实际资本  741,371,204.10           751,061,568.64   

其中:  核心一级资本  741,371,204.10  751,061,568.64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5  

五、 最低资本 
（单位：元） 

 

项 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273,961,171.15  268,496,730.23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70,152,027.56  264,763,563.98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90,450,220.87  192,111,506.96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3,178,959.42  15,355,761.3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40,162,062.71  43,103,426.6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25,132,483.42  109,280,125.4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98,771,698.86  95,087,256.41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0.00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3,809,143.59  3,733,166.25 

附加资本 - - 

 

 

六、 最近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类监管） 

 

2020 年 5 月，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发布了 2020 年第 1 季

度风险综合评级的评价结果，我司被评定为 A 类。 

2020 年 9 月，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发布了 2020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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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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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季度末，本公司营运资金为人民币 3 亿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分入保费 763,064,347.01 元，总资产

1,262,985,2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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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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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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着手制定和落实了相应的整改计

划。 

2018 年 11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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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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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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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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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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3% 108.62%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110.02% 156.07%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151.83% 112.68%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1,375.04% 1,543.84%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 1,279.88% 1,4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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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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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3%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110.02%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151.83%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1,375.04%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1,279.88% 

  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在2020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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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