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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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炜 亚太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董事长

亚太才保险有限公司
关于直接股票投资业
务行政责任人的基本
信息披露公告.PDF

专业责任人 朱军宁
亚太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
中心副总经理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关于直接股票投资
业务风险责任人的基
本信息披露公告.PDF

二、组织架构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由资产管理中心负责开展资金运用管理的主要工作，下设九个部门
，包括固定收益投资部、权益投资部、不动产投资部、金融资产投资投
资部、投资研究部、信用评估部、风险控制部、集中交易部、运行保障
部,其中:权益投资部股票投资团队负责股票投资工作，投资研究部股票研
究团队负责股票投资研究工作，风险控制部负责监控股票相关风险，集
中交易部负责股票交易工作，运行保障部负责清算等运营管理工作，相
关岗位专人专岗，且公司股票投资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金融证券从业经
历。另外，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股票投资的核算与估值工作。综上所述
，公司已建立了严格的股票投资防火墙机制，组织架构设置符合相关规
定。
公司为股票投资建立了规范的办公环境，交易指令皆在独立的交易室内
执行，投资场所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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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31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人[2016]160号、亚太财险发
[2020]867号

文件名称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中心的通知》、《关于
进一步明确资产管理中心内部组织架构的通

知》

岗位设置

资管中心设有股票投资负责人、股票投资经
理、行业研究员、交易员、风险管理经理、
运行保障经理（负责清算）、资产配置经理
（负责资产配置和绩效评估），信息技术部
设有投资系统运维岗，财务管理部设有投资

核算岗。

投资经理

公司在股票投资团队中配置了3名负责股票
投资业务的投资管理人员，其中：股票投资
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金融证券从业经历及相
关专业资质；2名投资经理均具有3年以上股
票投资管理经验。上述人员在授权范围内自

主决策。



 

 

 

投资场所

公司为股票投资建立了规范的办公环境，其
中：股票交易方面采用集中交易模式，并设
置独立的集中交易室，与其他办公场所实行
物理隔离及门禁管理，交易指令皆在独立的

交易室内执行。

防火墙机制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防火墙机制，包括但不限
于：
1.股票投资经理与基金投资经理之间；
2.投资经理与交易人员之间；
3.投资管理人员与风险控制、绩效评估人员
之间；
4.清算人员与核算人员之间。
具体而言，股票投资经理与基金投资经理分
别由不同的投资人员担任；股票投资和交易
分设不同的岗位，投资交易指令通过交易系
统或者电话、传真等发送给交易人员并由其
执行；对于投资经理、研究员、交易员、风
险控制人员、运行保障人员等，实现人员及
岗位分离；投资核算岗位设置于财务管理部
，在业务上有效对接。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我公司股票投资部门，共配备了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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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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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人员数量、从业经历、资质能力均
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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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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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军宁 投资经理 金融证券从业经
历 10 否

2 刘竞远 投资经理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4 否

3 刘强 投资经理 股票投资管理经
验 8 否

4 朱仕平 行业研究员 行业研究 0 否
5 胡静 行业研究员 行业研究 0 否
6 韩慧 行业研究员 行业研究 4 否
7 董丽蒙 行业研究员 行业研究 6 否
8 王婷 行业研究员 行业研究 0 否
9 李佳荟 行业研究员 行业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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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硕 交易员 否
2 朱呈晗 交易员 否



 

 

3 陈轩 风险管理经理 否
4 卫纪伟 运行保障经理 否

四、投资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按规定建立了完善、有效的股票投资相关制度，内容涵盖投资决策
体系、授权管理、职责与分工、业务流程、操作规程、会议管理、文档
管理、业绩考核、清算与核算、信息系统管理、保密与危机处理、股票
投资风险管理、投资人员股票投资行为管理、研究管理、股票池管理、
交易单元管理、交易管理等，有效规范了公司股票投资业务流程，控制
股票投资风险，相关制度文件已正式发文执行，制度建设符合银保监会
相关规定及要求。

基本制度

股票投资岗位职责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业务流程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操作规程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43号
发文时间 2018-08-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会议制度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文档管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绩效考核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绩考评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6〕429号
发文时间 2016-06-0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清算与核算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系统管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技术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251号
发文时间 2018-05-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保密及危机处理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其他（非必填）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风险管理细则》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08号
发文时间 2020-12-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人员股票投资行为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7〕350号
发文时间 201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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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和授权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7〕346号
发文时间 2017-03-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授权管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和授权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7〕346号
发文时间 2017-03-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实施与控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和授权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7〕346号
发文时间 2017-03-2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7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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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研究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2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股票池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池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4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单元管理办法



 

制度明细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交易单元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35号
发文时间 2018-08-08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管理制度

集中交易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654号
发文时间 2018-09-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43号
发文时间 2018-08-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公平交易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654号
发文时间 2018-09-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43号
发文时间 2018-08-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权限管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654号
发文时间 2018-09-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43号
发文时间 2018-08-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交易监控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654号
发文时间 2018-09-26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二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交易实施细则》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8〕543号
发文时间 2018-08-13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系统建设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采购多家信息系统以支持股票投资业务的正常运作，配置了研究分
析系统及两种信息资讯系统，另配有恒生一体化投资管理系统，其中包
括估值核算、风险控制及交易管理三个子系统，信息系统建设、功能、
使用及运行情况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目前系统运行良好，能够保证包括
股票投资业务顺利开展。

研究分析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Wind资讯系统 2016-12-14 符合规定
同花顺iFinD智能研报管

理系统V1.0 2020-12-27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公司配置Wind资讯终端，包含资产模型、行业配置模型、个股估值模型
等模块，满足股票投资研究需求。公司通过同花顺智能研报管理系统进
行内部研究报告管理、股票池维护等，按照不同行业研究进行分类，以
行业研究、公司研究、调研纪要、数据库等分类编写和上传研报，对研
报进行存档、研究池调整等管理，为投资经理及研究员提供内部研究信
息，满足日常研究分析工作需求。

信息资讯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Wind资讯系统 2016-12-14 符合规定
同花顺资讯系统 2020-12-27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公司目前配备了wind资讯系统和同花顺资讯系统，其均为国内大型金融
工程和财经数据仓库，为投资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及研究支持
。公司已签约广发证券、兴业证券、天风证券、招商证券、国盛证券、
中金财富证券等国内知名券商研究所，每日为公司提供研究报告，定期
上门路演和推介，可及时获取多家券商的研究支持。

交易管理系统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恒生交易管理系统
O3.2版 2016-12-02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公司目前配置了恒生交易管理系统O3.2版，系统包括授权管理、合规控
制、组合管理、指令管理、交易执行、清算、阈值警示、禁投监控、信
息查询等模块，支持交易所、银行间交易等各种交易。系统功能完善
，运行稳定，满足交易需求。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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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名称 上线时间 评估结果
恒生估值系统 2014-11-26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恒生估值系统可实现资产估值、财务核算与报表管理等功能。系统能够
对各种投资组合提供完整、准确的资产估值，并对所有证券交易业务进
行财务核算及会计账务处理，并建立有会计账务处理数据与总账系统的
接口；系统还可提供自定义报表平台，满足公司各种报表需求。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根据银保监会规定、投资资产规模、业务性质和复杂程度，在明确
风险偏好的基础上，建立了风险监控与评估体系，实行独立于投资管理
的报告制度。依照全面性、审慎性、有效性、适时性、定性和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原则，在满足防火墙要求的前提下，公司建立了一系列股票投
资风险控制制度，风险控制体系建设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了《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风险管
理细则》、《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偿付能力压力测
试管理办法（试行）》、《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案
件问责管理办法》、《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合规管
理制度》、《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业绩考
评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规定了风险管理的原则和
具体措施，并建立了责任追究机制和绩效评估办法
，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符合相关规定。

风险管理系统

公司利用恒生交易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开展股票投资
风险管理，其中：通过交易系统的风险控制阈值管理
模块，实现操作层面的合规管理；通过风险管理系统
，公司可以按照资产类别、行业、个股等维度进行风
险分析和预警，能够对分帐户、分组合、分产品等各
维度资产进行金融模型分析和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系
统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压力测试系统

公司的风险与绩效管理系统配置了股票投资压力测试
模块，该系统可设置相关风险指标，从公司股票仓位
、行业集中度、个股集中度等维度，分别进行压力测
试，评估对现有投资组合产生的影响，预测在极端假
设条件下的股票资产波动情况。通过股票投资压力测
试模块，公司可以多维度评估股票投资风险，并以此
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压力测试系统符合相关规定。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