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信息披露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2018 年第 5 号令）
第五十七条要求，现将我公司股权信息披露如下：
一、股权结构及变动情况
（一）股权结构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6,374,256,388

35.884

1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前海金奥凯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7,595,463

4.997

3

深圳前海国亚创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7,595,463

4.997

4

深圳前海恒锦宇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7,595,463

4.997

5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108,384,918

11.869

6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08,384,918

11.869

7

深圳市德景新投资有限公司

2,097,822,093

11.810

8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85,502,978

4.422

9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662,125,171

3.727

10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0

0.203

11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1.126

12

北京北大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69,446,298

0.954

13

日本 SBI 控股株式会社

117,818,154

0.663

14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84,032,871

0.473

15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59,300,000

0.334

16

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000,000

0.304

17

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1,870,000

0.236

18

中房上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40,000,000

0.225

19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279,092

0.176

20

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0.056

21

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500,000

0.138

22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24,500,000

0.138

23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4,500,000

0.080

24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1,242,500

0.120

25

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0.110

26

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

0.090

17,763,751,770

100

合计

（二）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1. 1996 年，公司增资 5000 万股股份，江苏省供销社（集团）
总公司、南京精密机械集团公司、宁波三丰集团有限公司各认购 1000
万股，安徽兴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一百（集团）公司各认购 500 万
股，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的股份从 500 万股增至 1500 万股；（沪银非
银管〔1996〕11050 号，保险发〔1996〕4 号）
2. 1998 年，江苏仪征化纤集团财务公司 1000 万股转让给上海
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沪银非银管〔1998〕11196 号， 银复
〔1998〕133 号）
3. 1999 年，安徽兴皖股份有限公司 500 万股转让给中房上海房
地产开发总公司；（保监复〔1999〕4 号）
4. 2000 年，宁波三丰集团有限公司 1000 万股转让给上海陆家
嘴（集团）有限公司；（保监复〔2000〕26 号）
5. 2000 年，公司增资 3.015 亿股股份，中信国安总公司、中国
天平经济文化发展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海外经济合作
总公司、深圳名商室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各认购 4500 万股，上海
金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增股至
4500 万股，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增股至 3150 万股；（保监
复〔2000〕144 号）
6. 2000 年，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 1500 万股转让给中信国安
总公司 500 万股、中国天平经济文化发展公司 500 万股、深圳名商室
外运动俱乐部 500 万股；（保监复〔2000〕315 号）
7. 2000 年，南京精密机械（集团）公司 1000 万股转让给中国
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500 万股、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 500 万股；
（保
监复〔2000〕315 号）
8. 2002 年，上海浦东新区供销合作总社 1500 万股转让给上海

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保监变审〔2002〕5 号）
9. 2002 年，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 360 万股转让给上海紫江（集
团）有限公司；（保监变审〔2002〕5 号）
10. 2002 年，上海商业网点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50 万股转
让给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保监变审〔2002〕10 号）
11.2002 年，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 5000 万股转让给中国机
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保监变审〔2002〕40 号）
12.2002 年，上海浦东进出口有限公司 750 万股转让给上海市浦
东土地发展（控股）公司；（保监变审〔2002〕44 号）
13.2002 年，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 1140 万股转让给上海市浦东
土地发展（控股）公司；（保监变审〔2002〕44 号）
14.2002 年，江苏省供销社（集团）总公司 1000 万股转让给上
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保监变审〔2002〕44 号）
15.2005 年，公司增发 166,276,298 股外资股份，由东京海上日
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认购该项股份；（保监发改〔2005〕1092 号）
16.2006 年，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2860 万股转让给上海
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保监发改〔2006〕365 号）
17.2007 年，上海一百（集团）公司 500 万股股权划拨给百联集
团有限公司；（天保〔2007〕366 号）
18.2008 年，中国天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 4700 万股转让给中信
国安集团公司；（保监发改〔2008〕65 号）
19.2008 年，上海万通企业控股有限公司 1500 万股转让给湖北
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保〔2008〕88 号）
20.2008 年，公司注册资本金变更为 2,172,276,298 元人民币，
各股东持股情况为：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持有 9700 万股股份，中国天
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持有 300 万股股份，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

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名商室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各持有 20000 万股股份，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8450 万股
股份，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6890 万股股份，上海市浦
东土地发展（控股）公司持有 14010 万股股份，上海外高桥（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13050 万股股份，
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6000
万股股份，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500 万股股份，中房上
海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000 万股股份，上海华夏文化旅游
区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各持有
3450 万股股份，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百联集团有限
公司各持有 2450 万股股份，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000
万股股份，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各持有 1450 万股股份，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持有 30000 万股股份，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持有 166,276,298 股股份；（保监发
改〔2008〕824 号）
21.2009 年，中国天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 300 万股转让给中信国
安集团公司；（保监发改〔2009〕112 号）
22.2009 年，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3450 万股转让
给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天保〔2009〕260 号）
23.2010 年，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金桥（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名商室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公
司、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土地发展（控
股）公司联合挂牌转让 99000 万股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3445 万股、江西省江信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43445 万股、领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2110 万股；（保监发改〔2010〕117 号）
24.2010 年，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166,276,298 股转

让给日本 SBI 控股株式会社；（保监发改〔2010〕728 号）
25.2010 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4,344,552,596 元人民币，引
进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大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三家投资者；（保监发改〔2010〕
1620 号）
26.2011 年，江西省江信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347,560,000 股转让
给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21,340,000 股转让给上海银炬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1,100,000 股转让
给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保监发改〔2011〕1938 号）
27.2012 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 30000 万股股份
转让给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保监发改〔2012〕831 号）
28.2012 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5,647,918,375 元人民币，增
发的 1,303,365,779 股股份分别由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股 份 260,670,000 股 ； 内 蒙 古 西 水 创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认 购 股 份
260,673,156 股；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390,497,531
股；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认购 156,402,000 股；中国中信股份
有限公司认购 228,791,838 股；
日本 SBI 控股株式会社认购 3,161,254
股；北京北大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3,170,000 股；（保监发
改〔2012〕832 号）
29.2012 年，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00 万股股份转让给
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2800 万股股份转让给上海浦高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天保〔2012〕600 号、）
30.2014 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6,981,251,708 元人民币，增
发的 1,333,333,333 股股份分别由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认购
450,000,000 股；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133,333,333 股；深圳
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认购 750,000,000 股；（保监许可

[2014]563 号）
31.2015 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931,162,696 元人民币，增
发的 2,949,910,988 股股份分别由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认购
852,258,000 股；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897,652,988
股；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认购 1,200,000,000 股；
（保
监许可[2015]285 号）
32.2015 年，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500 万股
股份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给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保监许可[2015]399 号）
33.2015 年，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3600 万股股份
转让给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保监许可[2015]399 号）
34.2016 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2,529,619,586 元人民币，
增发 2,598,456,890 股股份分别由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认
购 2,567,456,890 股；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24,000,000
股；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7,000,000 股；上海银炬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728，540,189 股股份、北京绵世方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 728,540,189 股股份、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719,402,188 股股份、中江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344,067,022 股股份、日本 SBI 控股株式会社
（ SBI Holdings ， Inc. ） 将持有的 51,619,398 股股份、上海
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36,817,129 股股份、湖北聚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30,000,000 股股份、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
（集
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13,700,908 股股份、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将持有的 16,000,000 股股份、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持
有的 8,528,800 股股份转让给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保监
许可〔2016〕58 号)

35.2016 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7,763,751,770 元人民币，
增发的 5,234,132,184 股股份分别由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认
购 856,925,107 股 ； 北 京 绵 世 方 达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认 购
856,925,107 股；深圳市德景新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847,224,281 股；
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3,528,800 股；上海爱建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6,742,500 股；深圳前海金奥凯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购 887,595,463 股；深圳前海国亚创豪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认购 887,595,463 股；深圳前海恒锦宇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887,595,463 股;(保监许可〔2016〕393 号）
36.2016 年，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2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深圳市德景新投资有限公司。(保监许可〔2016〕709
号）
二、部分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信息
股东
类型

控
股
类

股东单位

控股股东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 正元投资有限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深圳前海金奥凯达 包头市岩华投
投资合伙企业 资管理有限公
（有限合伙）
司

实际控制人

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

肖卫华

深圳前海金奥凯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前海国亚创豪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
恒锦宇盛投资合伙企业（有
深圳前海金奥凯达投
限合伙）；根据《上海证券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伙）、深圳前海国亚
关规定，持有上市公司 5%
创豪投资合伙企业
以上股份的股东属于上市
（有限合伙）、深圳
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北京绵
前海恒锦宇盛投资合
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德景新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属于内蒙古西水创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肖卫华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
公司、深圳前海国亚创豪投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亚创豪投资合伙企
深圳前海恒锦宇盛投资合 业（有限合伙）、深

伙企业（有限合伙）

圳前海恒锦宇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肖卫华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公司、深圳前海金奥凯达投
金奥凯达投资合伙企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业（有限合伙）、深
深圳前海恒锦宇盛投资合
圳前海恒锦宇盛投资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前海恒锦宇盛 包头市岩华投
投资合伙企业 资管理有限公
（有限合伙）
司

肖卫华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公司、深圳前海金奥凯达投
金奥凯达投资合伙企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业（有限合伙）、深
深圳前海国亚创豪投资合
圳前海国亚创豪投资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 潍坊科虞科技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杨斌

无

无

财务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 宁波驰昊贸易
Ⅱ类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公司

余志雄

无

无

深圳市德景新投资 杭州秋蔓科技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王朝林

无

无

深圳前海国亚创豪 包头市岩华投
投资合伙企业 资管理有限公
（有限合伙）
司

三、部分股东出质公司股权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1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0,838

11.87%

99,578

5.61%

2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10,838

11.87%

96176.4450

5.41%

3

深圳市德景新投资有限公司

209,782

11.81%

86725.5563

4.88%

631,459

35.55%

282480.0013

15.9%

合计

股权质押数量 质押股权占保
（万股）
险公司比例

三、股东提名董事、监事情况
（一）股东提名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单位

1

郭予丰

董事长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

苏宏伟

董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3

马俊峰

董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刘金平

董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5

郑慧

董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6

唐朱昌

独立董事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

陈方正

独立董事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

韩赤风

独立董事

深圳市德景新投资有限公司

9

武海波

独立董事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0

李江涛

独立董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提名监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单位

1

赵兴桐

股东监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田鑫

股东监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周璞

股东监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张璐

股东监事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