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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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661,085,149.61     630,304,882.2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84.82% 273.19%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661,085,149.61  630,304,882.2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4.82% 2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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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97,564.36    289,028,197.53   

净利润 -235,637.29  -1,983,630.13  

净资产 164,135,783.46 164,371,420.75   

 

四、 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2,863,779,058.51     2,927,394,185.75  

认可负债 1,845,008,901.18  1,933,142,812.63  

实际资本 1,018,770,157.33     994,251,373.12  

其中:  核心一级资本 1,018,770,157.33  994,251,3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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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685,007.72   363,946,490.86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52,711,771.74   358,886,195.50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59,664,745.41   229,791,058.68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9,701,735.03   10,626,366.94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57,580,463.90   57,256,834.97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45,599,659.13   195,484,497.5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19,834,831.73   134,272,562.59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4,973,235.98   5,060,295.36  

附加资本 - - 

 

 

六、 最近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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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中发布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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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分入保费 815,037,198.26 元，总资产

1,438,520,9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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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 -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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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2% 125.54%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101.93% 102.46%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123.77% 120.00%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810.96% 859.31%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 1,179.54% 1,239.17% 

 

未来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117.12%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101.93%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123.77%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810.96%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 1,179.54% 

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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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