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能力(直接投资
不动产)建设及自评估情况

（半年度披露-【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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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关于不动产投资业
务行政责任人的基本
信息披露公告.pdf

专业责任人 于海波 副总裁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关于不动产投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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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资产管理中心负责开展各项投资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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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动产投资部根据公司的资产配置政策、风险偏好及年度预算目标，制定
不动产投资策略，拟定投资计划，组织开展投资管理，以及对公司持仓
投资项目的投后跟踪管理工作。不动产投资部现有团队成员6名，设有不
动产投资团队负责人，不动产投资管理、不动产投后管理等岗位，相关
人员的工作经验均满足监管规定。

资产管理部门设置
部门名称 资产管理中心

不动产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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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部设置如下岗位
：不动产投资负责人、不动产投资经理及不

动产投后管理经理。

三、专业队伍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大力加强不动产专业投资管理队伍的建设，不动产投资部投资专业
团队现有成员6名（含1名专职投后管理人员），均具有3年以上相关投资
经验，其中4人具有5年以上相关经验。投资专业团队在不动产投资、研
究、评估和投后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熟悉业务流程和交易结构，为公司
不动产投资相关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持，符合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
开展不动产投资的专业团队要求。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部门当前拥有6名具有3年以上不动产投资相关经
验的专职人员，其中具有4名具有5年以上不动产投资相关
经验的专职人员，专职投后管理的人员1名

专业队伍人员管理模式
不动产投资人员管理模式 自行开展不动产投资

四、基本制度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制定完善并下发了多项不动产投资基本管理制度，内容涵盖授权机
制、项目评审和投资决策、投资操作、风险监测、压力测试和全程管理
、资产估值、财务分析、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资产托管机制等，形成
了不动产投资管理、风险识别及预警、控制和处置的内控管理体系，符
合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开展不动产投资业务的制度建设规定。

不动产投资基本制度

授权机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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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审和投资决策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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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投资业务操作指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07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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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操作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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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投资业务操作指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07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投资管理指引
》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44号
发文时间 2020-12-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风险监测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制度》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9]423号
发文时间 2019-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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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运用信用风险管理办法
》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1]67号
发文时间 2021-01-22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四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风险管理指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0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压力测试和全程管理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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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投资风险管理指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0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资产估值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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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投资资产估值规范指
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3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风险管理指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1]4号
发文时间 2021-01-05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财务分析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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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投资资产估值规范指
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3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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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投资业务信息披露指
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1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制度明细三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19]6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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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文时间 2019-12-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资产托管机制

制度明细一
文件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资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10号
发文时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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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中心投资管理指引
》

发文文号 亚太财险发[2020]844号
发文时间 2020-12-29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五、资金来源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投资不动产或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责任准
备金及其他资金。目前，公司注册资本40.01383亿元，且公司一直坚持
“稳健经营、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可用于投资不动产的资金来源充
足稳定，资金来源符合相关规定。

六、风险控制体系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根据监管规定、投资资产规模、业务性质和复杂程度，在风险偏好
的基础上建立了风险管理与内控管理体系，实现了独立于投资管理的报
告制度，覆盖风险识别、监控、预警、评估、分析、报告及控制的管理
全过程。通过制定风险管理制度，明确管理原则和机制，通过定性描述
和定量指标的设置，借助风险管理与绩效系统，实施定期风险监控、研
究和管理，风险控制体系建设符合规定。

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通过制定并完善《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金运
用管理制度》、《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
理制度》、《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金运用信用风
险管理办法》以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动产投
资风险管理指引》等一系列制度，明确不动产投资的
风险管理原则、风险计量方法、风险点、风险监测与
控制手段、责任追究机制及绩效评估机制，建立了完
善的不动产投资风险管理体系，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

风险管理系统

公司使用恒生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对不动产投
资资产进行风险识别、监测与预警、合规管理、绩效
评估等。该系统可实现风险监控、VaR值分析、流动
性风险分析，业绩归因分析等功能，系统建设符合相
关规定；同时，通过恒生企业风险管理系统，持续累
积市场违约事件、违约率、违约回收率、信用评级迁
移等信息和数据，对已持仓项目进行100%内部评级
，确保制度与机制通过系统进行落实。

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管规定，我公司对不动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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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