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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一) 概况 

公司名称（中文）：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Hyundai Insurance (China)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金兑勋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8 号现代汽车大厦 508 室 

注册资本：166666.6666 万元人民币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号：P20371VBJ 

开业时间：二零零七年三月 

业务范围：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内，经营

下列保险业务：（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三）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报告联系人姓名：郝立伶 

办公室电话：010-84428042 

移动电话：18612951790 

传真号码：010-84539103 

电子信箱：haoliling@hi-ins.com.cn 

(二) 股权结构及其变动情况（单位：万元） 

股权类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出资额 

 

占比 

 

股

东

增

资 

公积金转增及

分配股票股利 

股

权

转

让 

小计 股份或出资额 

 

占比 

 

国家股         

国有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109,166.6666 65.5%     109,166.6666 65.5% 

外资股 55,000.0000 33.0%     55,000.0000 33.0% 

其他 2,500.0000 1.5%     2,500.0000 1.5% 

合计 166,666.6666 100%     166,666.6666 100% 

(三) 股东持股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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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变化 

期末持股 

数量或出资额 

期末

持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 

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外资  55,000.0000 33.0%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资  53,333.3333 32.0%  

迪润（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中资  53,333.3333 32.0%  

安徽易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中资  2,500.0000 1.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曜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资  2,500.0000 1.5%  

合计   166,666.6666 100%  

(四) 实际控制人 

无。 

(五)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无。 

(六)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 董事基本情况 

董事长 

赵镛一：男，1958 年出生，韩国国籍，1981 年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主修英语语

言文学专业。2007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07〕

116 号。2010 年 12 月担任公司董事长（保监国际〔2010〕1479 号）。1988 年 1 月，加

入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现代海上”）；2001 年 2 月，任现代海上常

务，主要负责业务的核保、核赔管理；2006 年 6 月，任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现代财险”）筹备组联合组长；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任现代海上副

社长；2019 年至今任现代海上社长。 

执行董事 

金兑勋：男，1969 年出生，韩国国籍。1996 年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主修社会学

专业，2013年 5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3〕

533 号。2018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826 号。

2019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19〕339 号。2020 年 7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1996 年 2 月，就职现代海上，曾历任特种业务部职员、特种

理赔部课长、现代财险营业部总经理、现代海上法人营业 2 部次长等职。 

金暎东：男，1971 年出生，韩国国籍。1998 年毕业于韩国延世大学，主修经济学

专业。2011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财会〔2011〕2005 号，

并担任本公司经营支援本部总监。2019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

保监复〔2019〕404 号。金暎东先生曾任职于现代海上财经部、海外业务部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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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成必：男，1973 年出生，韩国国籍，2000 年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主修中国

语专业。2019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19〕406 号。

1999 年入职现代海上。现代财险筹备期间，2006 年 4 月参与现代财险的筹建工作。2007

年至 2010 年任职现代财险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2011 年至 2019 年 7 月担任现代海上

海外业务部次长，海外业务部组长。 

非执行董事 

赵镛一：信息同上。 

李允善：男，1961 年出生，韩国国籍，1981 年毕业于江原大学，主修经营学专业。

2007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07〕116 号。1985

年 7 月，加入现代海上。2006 年 7 月，任现代海上企业保险支援部常务、经营支援本

部本部长。2014 年 1 月，任现代海上专务，负责企划管理部门部门长职务。 

李門馥：男,1959 年出生，韩国国籍，1981 年毕业于韩国延世大学，主修英语语言

文学专业。2014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4〕284 号。

1987 年 1 月，加入现代海上，曾历任越南事务所所长、日本支社部长、火灾特种业务

部部长、营业企业 2 部常务等职。目前就职于韩国 C&R，任公司 CEO。 

2. 监事基本情况 

金基铉：男，1981 年出生，韩国国籍，毕业于中国上海财经大学，主修金融学专

业，本科学历。2018 年 10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069

号。2004 年加入现代海上，曾在海外事业部、火灾特种业务部责任保险组，火灾保险

组就职。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现代财险新事业推进部部门长及非车险本部

总监。 

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 

蒋新伟：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198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保险系，获经

济学学士学位。2002 年在职攻读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研究生课程，取得经济学硕士

学位。2020 年 7 月加入公司，其公司总经理任职资格于 2020 年 11 月获得，任职批准

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843 号。此前，蒋新伟先生曾任职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总公司客户服务管理部/电子商务部总经理、电子商务中心总经理、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曾获中国人保财险总裁勋章。2017 年，入选中国保险行业“千人

计划”，选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2017 年保险科技核心人才。 

副总经理 

金兑勋：信息同上。 

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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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暎东：信息同上。 

总精算师 

贾莉：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2012 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获得精算硕士

学位，并取得中国非寿险精算师资格证书。2020 年 9 月加入公司，任产品精算部/风险

管理部负责人。其公司总精算师任职资格于 2021 年 3 月获得，任职批准文号为京保监

复〔2021〕242 号。此前，贾莉女士曾任职于光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安顾（中

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 

合规负责人 

李雪梅：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201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律硕

士学位，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5 年 12 月加入公司，其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资

格于 2018 年 3 月获得，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46 号，同时兼任本公司法

律责任人。此前，李雪梅女士曾任职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吉林银行等单位。 

审计责任人 

赵海燕：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2010 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本科学历，

取得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中级会计师。2019 年 12 月加入公司，其公司审计责任

人任职资格于 2020 年 4 月获得，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212 号。此前，赵

海燕女士曾任职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 

二、 主要指标 

(一) 量化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47,619 150,07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723.74% 742.16%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147,619 150,07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723.74% 742.16% 

保险业务收入（本年累计，万元） 11,245 22,795 

净利润（本年累计，万元） -2,085 2,105 

净资产（万元） 172,995 175,079 

(二) 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2020 年 3 季度分类监管评级结果为 A。 

2020 年 4 季度分类监管评级结果为 A。 

三、 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万元） 250,064 24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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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负债（万元） 78,778 67,955 

实际资本（万元） 171,286 173,442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71,286 173,442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 -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 - 

四、 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1,056 20,792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6,301 5,628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60 181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8,849 18,859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万元） 4,154 3,877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万元）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2,611 2,578 

其它附加资本（万元） - - 

最低资本（万元） 23,667 23,370  

五、 风险综合评级 

2020 年 3 季度分类监管评级结果为 A。 

2020 年 4 季度分类监管评级结果为 A。 

六、 风险管理状况 

(一) 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公司 2017 年 SARMRA 监管评分为 55.20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8.57 分,风

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4.04 分,保险风险管理 7.51 分,市场风险管理 6.01 分,信用风险管

理 5.80 分,操作风险管理 5.16 分,战略风险管理 5.84 分,声誉风险管理 6.16 分,流动

性风险管理 6.10 分。 

(二) 公司制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进展 

2021 年 2 月公司完成了组织架构调整，成立了产品精算部/风险管理部，负责风险

管理的牵头工作，包括偿付能力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 

2021 年 1 季度，根据公司现有的《风险偏好体系管理办法》，财务部牵头完成了 2

020 年 4 季度风险偏好体系的评估。 

2021 年 1 季度，产品精算部/风险管理部牵头 2021 年风险偏好体系更新工作。 

2021 年 1 季度，产品精算部/风险管理部牵头 2020 年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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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流动性风险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万元） -18,914 -3,797 

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77.36% 298.44% 

1 年内 137.53% 201.95% 

1 年以上 741.06% 737.94%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 1 3924.75% 3067.87% 

压力情景 2 5807.87% 5868.07% 

(二) 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 1 季度未发生流动性风险事件预警情况，各项流动性指标均符合监管标准且

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将持续做好流动性风险监测管理工作，防范流

动性风险事件发生。 

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