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简历

一、董事简历

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缪建民先生

非执行董事 高同庆先生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任招商银行、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香港中国保险（集

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现名中国太平保险控

股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副董事长、总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总裁、董事长。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硕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及中央财

经大学等学校硕士生导师。

缪建民先生 2020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0〕703 号。

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中

国移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中国铁塔非执行董事，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True Corporation 副董事长等。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电信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电信江苏分公司总经理，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执行副总裁。

长春邮电学院电信工程学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管理硕

士，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高同庆先生 2020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20〕400 号。



非执行董事 洪小源先生

非执行董事 刘威武先生

现任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招商局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任招商局资本有限公司、招商局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招

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服贸基金战略指导

委员会委员。

曾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硕士,

高级经济师。

洪小源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产权部）部长，兼任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等

职务。

西安公路学院工学学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中级会计师。

刘威武先生 2021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21〕410 号。



执行董事 彭伟先生

独立董事 赵卫星先生
现任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计财科长、处长，中国

平安保险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和总经理、集团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时

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计财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和公司

副总经理，农银人寿保险公司（时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总经

理，平安金融学院副院长，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总经理。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

赵卫星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现任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 年

4 月起兼任招商局仁和养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 年 1

月起兼任招商局仁和厚德医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0 年 12 月起兼任中移（深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中国

太平保险集团常务董事、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裕燃气

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曾

兼任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太平保险（香

港）有限公司（原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

董事、总经理及行政总裁，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太平保险（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太平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大学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彭伟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独立董事 姜国华先生

独立董事 徐政军先生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银行独立董事，贵州茅

台独立董事。

曾任中国证监会第 17 届发审委委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议程委员会委员，毕马威（KPMG）会计师公司全球估值顾问、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高级投资顾问。

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硕士，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会计学博士学位。

姜国华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现任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招商

银行外部监事。

曾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科长、处长，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

司船员公司、陆产公司总经理，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纪委书记（主管审计监督工作），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总经

理兼党委书记，中远(香港)工贸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广

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远(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总法律顾问及 True Smart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中远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中远国际企业管治委员会主席

以及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及风险管理委员

会成员，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海事大学水运管理专业硕士，高级政工师。

徐政军先生 2019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银保监复〔2019〕353 号。



二、监事简历

监事长 胡建华先生

监事 李劲松先生

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招商局轮

船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长，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副理事长。

曾担任香港振华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港湾董事总

经理，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董事长，招商局物流集团董事

长，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董事长，吉布提港口有限公司副主席，

中投海外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招商局港口董事局副主席、董

事总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澳大利亚国立南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英国伯明翰

大学建筑管理专业硕士。

胡建华先生 2020 年 6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长，任职批准文

号为深银保监复〔2020〕232 号。

现任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国民航

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曾任中国华轻实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教师、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总法律

顾问、总法律顾问兼审计监察与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及中国

航空结算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总法律顾问兼法律审计部

负责人，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总会计师。

清华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

李劲松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监事 李平先生

监事 黄国华先生
现任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门总监。

兼任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中保车服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监事，国家电投集团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深圳中核集团公司宝安发展部财务部负责人，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核算室会计主管，渤

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

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机构管理部销售管理室经理、直

销个代部助理总经理、电子商务部及客户服务部总经理，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总经理，前海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持牌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学士。

黄国华先生 2021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21〕16 号。

现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金融发展部部长，兼任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投控东海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董事。

曾任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办、办

公室主管，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金融发展部副部长、

高级主管。

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MBA）硕士。

李平先生 2021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深银保监复〔2021〕123 号。



监事 李渊先生

监事 唐玉珊女士

监事 卢山林先生

现任深圳市卓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数学硕士。

李渊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现任深圳光汇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 SHENZHEN MEDSAL CO.LTD 会计，深圳光汇石

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会计、财务部经理。

北京工商大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学士，中级会计

师。

唐玉珊女士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现任亿赞普（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任中华网集团公司技术工程师，司特维科技

公司技术经理。

河北工业大学学士。

卢山林先生 2019 年 10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深银保监复〔2019〕612 号。



职工监事 黄浩翔先生

职工监事 张艳女士

现任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精算部总

经理（总监级），健康险事业部总经理（兼）。

曾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业务管理

处职员，信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部定价主管，富德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部总经理。

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精算专门化专业学士，北美准精算

师。

黄浩翔先生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现任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

曾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公室、人力

资源部负责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

张艳女士 2017 年 8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保监许可〔2017〕1012 号。



职工监事 何旭先生
现任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

总经理（总监级）。

曾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中介处督训科科长，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

部处经理、总经理助理、后援支持处经理，弘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银行保险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事业

部副总经理、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横琴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银保业务部总经理，卓越保客科技（横琴）

有限公司副总裁。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何旭先生 2021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深银保监复〔2021〕24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