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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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总公司为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美国再保险集团

（Reinsurance Group of America, 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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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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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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后） 

9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630,304,882.27   554,697,443.90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73.19% 286.71%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630,304,882.27   554,697,443.9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3.19% 2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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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28,197.53    279,111,436.37  

净利润 -1,983,630.13   -1,669,005.97  

净资产 164,371,420.75    166,355,050.88  

 

四、 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2,927,394,185.75  2,660,544,887.85 

认可负债  1,933,142,812.63  1,808,750,249.87 

实际资本  994,251,373.12  851,794,637.98 

其中:  核心一级资本  994,251,373.12  851,794,637.98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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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低资本 
（单位：元） 

 

项 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363,946,490.85  297,097,194.08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58,886,195.49   292,966,368.29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29,791,058.68  195,612,148.3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0,626,366.94  8,787,067.07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57,256,834.97    44,953,889.79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95,484,497.49  151,453,344.71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34,272,562.59  107,840,0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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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5,060,295.36  4,130,825.79                 

附加资本 - - 

 

 

六、 最近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类监管） 

 

2021 年 3 月，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发布了 2020 年第 4 季

度风险综合评级的评价结果，我司被评定为 A 类。 

2021 年 6 月，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发布了 2021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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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分入保费 568,139,633.90 元，总资产

1,512,861,3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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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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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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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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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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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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6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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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4% 122.66%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102.46% 108.27%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120.00% 117.32%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859.31% 1,005.25%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 1,239.17% 1,449.82% 

 

    未来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125.54%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102.46%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120.00%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859.31%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1,239.17% 

  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在2021年2季度处于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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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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