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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 姓名 职务 风险责任人基本信息

行政责任人 彭伟 党委书记、总经
理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票投资风险责任人的
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pdf

专业责任人 陈宇
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兼首席投资

官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票投资风险责任人的
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pdf

二、组织架构
整体评估情况
股票投资管理组织架构设置符合标准规定。资产管理中心是招商局仁和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设置的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公司投委会确定
的战术性资产配置计划和投资计划，进行证券选择和时机选择的决策
，专门负责保险资金日常投资和交易管理等相关事项。资产管理中心内
设10个二级部门，股票投资团队由权益投资部、投资研究部、交易管理
部以及风险合规部4个二级部门中负责股票投资业务的相关人员构成，负
责公司股票资产的投资管理，保持了与其他部门（团队）之间的独立性
。团队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的股票投资管理经验。股票投资团队设有投资
、研究、风控合规、交易、清算、核算以及系统支持等岗位；专职人员
共12人，其中投资经理3人，研究人员5人（主要研究人员2人），交易人
员2人，风控人员1人，清算人员1人。股票投资人员之间设置了防火墙机
制，研究、投资、交易岗位实行专人专岗，保持了独立性；部门拥有足
够的股票投资场所，集中交易办公区域完全隔离。综上，资产管理部门
设置及独立情况，股票投资团队设置、职责及独立情况，团队负责人情
况，人员岗位、配置及独立性情况，防火墙机制，投资场所等方面均符
合规定。

资产管理部门设置
部门名称 资产管理中心

股票投资部门
（团队）

发文时间 2021-01-21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3号

文件名称 关于成立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投资团队的通知

岗位设置

资产管理中心部门副职岗、权益投资部负责
人岗、策略研究岗、行业及股票研究岗、量
化研究岗、股票投资经理岗、股票投资经理
助理岗、交易管理部负责人岗、交易员岗、
清算岗、内控合规岗、核算岗、系统管理岗

等。

投资经理
根据账户/组合的性质、管理资金规模等

，股票投资团队配置了三位独立的投资经理
，均具备五年以上金融证券投资从业经验。



 

 

 

 

投资场所 部门拥有足够的股票投资场所，集中交易办
公区域完全隔离。投资场所符合规定。

防火墙机制

公司股票投资团队已建立股票投资经理与基
金经理之间、投资经理与交易人之间、投资
管理人员与风险控制及绩效评估人员之间、
清算人员与核算人员之间的防火墙机制，严
格分离投资前、中、后台岗位责任，确保股
票投资业务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
督。股票投资人员之间的防火墙机制建设情
况符合规定。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我公司股票投资团队共配备了12名熟悉股票投资业务专职人员，其中投
资经理3人，研究人员5人（其中主要研究人员2人），交易人员2人，风控
人员1人，清算人员1人；股票投资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股票投资管理经验
；股票投资经理均具有5年以上的金融证券投资从业经验，主要研究人员
均具有3年以上行业研究从业经验，相关专业人员从业经历均达到要求。

股票投资规模 不超过10亿元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3-1、投资经理3名，研究人员5名（主要研究人员2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相关经验类型 经验年限(年) 是否兼职

1 钱学军 部门副职岗 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 9 否

2 张华 负责人岗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9 否

3 张晓瞰 负责人岗 金融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 5 否

4 朱臣浩 股票投资经
理助理岗 行业研究 7 否

5 王康健 行业及股票
研究岗 行业研究 5 否

6 孙洋洋 量化研究岗 行业研究 2 否

7 李瑞丰 行业及股票
研究岗 行业研究 3 否

8 刘裕文 行业及股票
研究岗 行业研究 1 否

3-2、交易人员2名，风控人员1名，清算人员1名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兼职

1 潘婧 负责人岗 否
2 周小准 交易员岗 否
3 陈房娣嫒 内控合规岗 否
4 罗秀 清算岗 否

四、投资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股票投资管理相关制度建设符合标准规定，已按规定建立了完善、有效
的基本制度、决策管理制度、研究管理制度、交易管理制度，相关制度
文件包括《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业务档案管理办法》、《招
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系统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绩效评估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授权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股
票型基金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研究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池管理办
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单元管理办法》、《招
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集中交易管理办法》、《招商局仁
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文件均已经
过董事会或经营管理层批准，并已在全公司下发。

基本制度

股票投资岗位职责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05号
发文时间 2021-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业务流程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05号
发文时间 2021-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操作规程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05号
发文时间 2021-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会议制度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05号
发文时间 2021-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文档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业务档案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31号
发文时间 2021-10-1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绩效考核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绩效评估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8〕62号
发文时间 2018-06-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清算与核算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05号
发文时间 2021-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系统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系统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8〕62号
发文时间 2018-06-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保密及危机处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05号
发文时间 2021-08-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交易人员职业
操守准则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106号
发文时间 2021-05-1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员工
从业管理规定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7〕142号
发文时间 2017-07-2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决策管理制度

投资决策体系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0〕121号
发文时间 2020-06-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授权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授权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0〕123号
发文时间 2020-06-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实施与控制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股票型基金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253号
发文时间 2021-11-1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研究管理制度

研究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8〕85号
发文时间 2018-09-0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股票池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池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21〕194号
发文时间 2021-08-0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单元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单元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8〕85号
发文时间 2018-09-04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管理制度

集中交易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集中交易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资管字〔2018〕38号
发文时间 2018-04-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公平交易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7〕147号
发文时间 2017-07-2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权限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集中交易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资管字〔2018〕38号
发文时间 2018-04-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监控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招商仁和寿发〔2017〕147号
发文时间 2017-07-2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系统建设
整体评估情况
股票投资管理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功能、使用及运行情况符合标准规定
。公司通过对外采购、自建等方式建立了完善的股票投资管理信息系统
，包括研究分析系统（仁和人寿研究分析系统）、2种信息系统（同花顺
、彭博）、交易管理系统（恒生）、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恒生），上
述系统运行状况良好，保证了股票投资管理业务的合规、有效和顺利开
展。

研究分析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仁和人寿研究分析系统 2017-09-15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系统涵盖资产配置模型、行业配置模型、个股估值模型、内部研究报告
系统等，四类模型系统已建立并运行。资产配置模型方面，已启用安永
资产配置模型，模型基于Markovitz理论，生成有效前沿曲线，为优化大
类配置提供备选方案。行业配置模型方面，基于宏观、结构和产业的基
本面变化构建行业研究框架，构建定期更新的行业数据库。个股估值模
型方面，每只研究的个股都附带有估值模型，根据不同行业及企业特征
，使用不同的估值方法，如PE、PEG、PB、PS等，对于现金流稳定易于
预测企业可使用DCF方法进行交叉验证。内部研究报告系统方面，研究
员定期撰写内部研究报告并上传到研究系统中，从行业、财务、公司治
理、估值等多方面进行跟踪。

信息资讯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同花顺大金融数据终端
软件 2018-04-27 符合规定

Bloomberg 2017-09-15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同花顺iFinD金融资讯终端，功能涵盖券商研究报告、观点，金融市场数
据、行情、新闻等；在股票投资方面，该系统提供股市资讯、行情中心
、投资助手、多维数据、专题统计、企业智库、分析工具等功能模块。
此外，公司已与招商证券、华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三家券商签约，并
与长江、兴业等多家券商建立业务联系，获得其研究服务支持。
彭博终端是全球最为广泛使用的金融数据平台之一，彭博终端将金融市
场的实时数据、驱动市场的新闻、深度研究、分析功能、沟通工具和交
易执行系统整合为一体，提供全面解决方案。除市场动态之外，彭博的
功能还包括市场指标提醒和绘图工具，跨资产类别交易解决方案和全面
高级的交易前、后分析，广泛的研究工具。此外，彭博新闻社在全球
1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00多名新闻专业人员，第一时间提供驱动市场和
影响企业决策的资讯。

交易管理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
软件VO3.2 2017-08-30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包括授权管理、合规控制和交易功能等。恒生 O32 投资交易系
统，是恒生系统开发的投资管理系统，投资流程从设定投资决策开始
；投资经理根据投资决策与市场动态下达指令；指令被分发到交易员后
，交易员执行指令，下达委托；在下达指令与下达委托时，系统都做风
险合规性检查，并根据设置，决定是否需要走审批流程；系统接收交易
所及其他外部系统交易数据后更新数据库并在客户端呈现；在每天的投
资交易结束之后，和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中证登、中债登、或其他
机构进行资金和证券的清算结算作业。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HUNDSUN资产估值与
会计核算系统软件V2.6 2017-06-29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包括清算交割、财务核算系统，能够每日进行清算和估值，实
现报表自动生成等。恒生自动化估值支持多种模式驱动自动化，完成数
据接收、数据导入、估值清算、核算、生成凭证、生成估值表、数据核
对、托管人对账、估值表确认、净值数据导出等全流程处理。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风险管理，以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建设为基础，努力提升
风险管理能力。资产管理中心牵头建立了覆盖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
后评价的风险控制体系，实行独立于投资管理的报告制度。综上，公司
风险控制体系建立符合规定，实行了独立于投资管理的报告制度。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
管规定，我公司对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
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
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已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覆盖风险管理原则
、风险计量、风险点与控制手段、责任追究机制及绩
效评估等。风险管理原则包括《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招商局仁
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风险管理办法》、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股票型基
金内部控制应用指引》；风险计量相关制度包括《招
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险限额管理办法》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内部风险
控制比例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管理办法》；风险点
与控制手段包括《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研究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集中交易管理办法》、《招商局仁
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交易人员职业操守准则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重
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责
任追究机制及绩效评估制度包括《招商局仁和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招商局仁和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问责管理办法》、《招商
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绩效评估管理办法
》。综上，风险管理制度符合规定。

风险管理系统

公司已投入使用风险管理系统，包括风险预警与合规
、绩效评估等模块。该风险管理系统全称为“绩效评
估与风险管理3.0”，功能模块还包括了限额监控、组
合查询、组合风险、组合绩效、衍生品分析、固定收
益、报告管理、视图查询、组合管理、数据维护等。
风险管理系统符合规定。

压力测试系统

公司已投入使用风险管理系统，包括压力测试模块
，覆盖了对股票持仓、行业集中度和个股集中度的压
力测试，可评估投资组合产生的影响。公司在《招商
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投资风险管理办法
》中规定了按照拉低普通账户收益率的多少判断对偿
付能力、资产负债管理的影响程度，并根据压力测试
的结果提供相应投资策略及风险应对方案。综上，压
力测试系统符合规定。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