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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0]7 号）的有关规定，

现对 2010 年 6 月 12 日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省级分公司受

到中国保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况披露如下：

1、《中国保监会厦门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厦保监罚[2010]8 号）：经

查，我厦门分公司存在虚列营业费用，涉及金额 19.07 万元；委托未取得《资格

证书》和《展业证》的人员从事保险营销活动的行为。上述事实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五十七条规定，决定给予我厦门分公司

11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中国保监会海南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琼保监罚字[2010]9 号）：

经查，2009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我海南分公司通过虚列会议费等方式套取费用

239882 元，造成财务数据不真实。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八十六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决定给予我

海南分公司责令改正，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中国保监会宁波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甬保监罚[2010]9 号）：经

查，我宁波分公司存在虚列营业费用套取资金、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开展

保险代理业务、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个人从事保险销售活动的行为。上述事实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八）项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六

十二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宁波分公司责令改正，处 1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中国保监会四川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川保监罚[2010]34 号）：经

查，我四川分公司在 2010 年的经营活动中存在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个人从事

保险销售活动、统计信息存在重大遗漏的行为。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 116 条第（八）款和《保险统计管理暂行规定》（保监会令〔2004〕

11 号）第 25 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62 条和《保险统计

管理暂行规定》（保监会令〔2004〕11 号）第 38 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四川分

公司罚款人民币 5万元和警告的行政处罚。



5、《中国保监会吉林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吉保监处[2010]11 号）：经

查，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2 月，我吉林分公司 11 名营销员在未取得保险代理

资格证的情况下开展保险业务，收取保费 64,550.00 元，公司向上述人员支付佣

金 14,122.06 元。上述事实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

条第八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决定给

予我吉林分公司罚款 5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

6、《中国保监会陕西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陕保监罚[2010]17 号）：经

查，我陕西分公司在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银邮渠道虚列

营业费用导致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其中银保部西安本部涉及虚列费用 793,187

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86 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72 条，决定给予我陕西公司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7、《中国保监会宁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0 年 10-1 号）：经查，我

宁夏分公司存在与未取得《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或《农村保险营销员资

格证书》的营销员签订保险代理合同、向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发放佣金、虚

列业务及管理费用等违法行为。上述与未取得资格证书的营销员签订保险代理合

同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宁夏分公司 5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向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发放佣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依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

定，决定给予我宁夏分公司 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虚列业务及管理费用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我宁夏分公司 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8、《中国保监会大连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连保监罚〔2010〕38 号）：

经查，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3 月，我大连分公司存在虚列费用、委托未取得合

法资格的机构或个人从事保险销售活动、未及时与保险销售人员签订委托协议、

营销员未持展业证展业、使用违规宣传材料或培训资料等违法违规行为。上述行

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八项、

《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六条之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



定、第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鉴于我大连分公司在发现问题后

能够主动整改，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二十七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

之规定，决定给予我大连分公司责令改正，处以 1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9、《中国保监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云保监罚[2010]30 号）：经

查，2009 年至 2010 年 6 月期间，我云南分公司存在业务财务数据不真实以及委

托不具有代理资格的人员开展业务的行为。上述业务财务数据不真实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给予我云南分公司罚款 15 万元的行政处罚。委托不具有

代理资格人员开展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云

南分公司罚款 5 万元的行政处罚。综上，决定给予我云南分公司合并罚款共计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

10、《中国保监会天津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津保监罚[2010]18 号）：

经查，我天津分公司在 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3 月期间，存在给予投保人、被保

险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虚列费用套取资金、向代理银行或其工作人

员支付手续费账外利益、电话回访不规范的违法行为。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

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决定给予我天津分公司罚款 15.5 万元的行政处罚。

11、《中国保监会内蒙古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内保监罚 [2010] 23

号）：经查，我内蒙古分公司存在委托 17 家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773 名未取

得合法资格的个人从事保险销售活动；不实列支营业费用 2351456 元；给予投保

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的行为。上述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和个

人从事保险销售活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

八项规定，根据本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决定给予我内蒙古分公司处以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不实列支营业费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本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内



蒙古分公司处以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

费回扣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

根据本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决定给予我内蒙古分公司处以罚款 5万元的行政

处罚。

12、《中国保监会安徽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皖保监罚[2010]95 号）：

经查，我安徽分公司存在：2009 年，虚列电子耗材费、办公用品费、燃油费、

邮电通讯费、会议费等营业费用及银行代理保险业务专管员工资；2002 年至 2010

年，团体保险业务财务资料存在虚假记载；2007 年至 2008 年，将长期型团体保

险业务退保时系统退保金高于实际退保金部分私设存折账外存放，用于补贴客户

退保损失；2009 年至 2010 年 3 月，委托未取得保险代理资格证的人员销售保险

产品；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2 月，部分客户回访信函代投保人签名的行为。

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 年修正）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 年修订）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八）项

的规定，《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 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009 年修订）第一百六十二条、《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安徽分公司罚款 20 万元并责令停止接受长期型团体

保险新业务 1年的行政处罚，停止接受新业务期间为 201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

13、《中国保监会黑龙江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黑保监罚字[2010]19 号）：

经查，我黑龙江分公司未按照保监会相关规定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具体包

括以下问题： 财务、业务、销售人员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系统和单证管理系

统存在严重缺陷，系统部分功能无法使用，对流程无法监控；投诉管理制度不完

善，对隐瞒重要信息行为的案件未予转办，未针对投诉情况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

服务质量管理不完善，未建立团体保险业务销售考评办法；销售管理制度执行不

严格，对营销员违反品质管理办法的行为未予处理。上述问题违反了《保险公司

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决定给予我黑龙江分公司对存在的问题改正、警告、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

14、《中国保监会江苏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苏保监罚[2010]48 号）：经



查，我江苏分公司存在虚列业务及管理费、 团险业务数据与实际不符、委托未

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聘任不具有从业资格的保险销售人员、

回访不符合《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要求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

八项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和《人

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福建分公司

改正和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

15、《中国保监会福建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闽保监罚[2010]46 号）：经

查，2009 年 11 月-12 月我福建分公司虚列办公费用 19.3 万元，用于支付某一外

勤队伍的聘才费用。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 年版）第

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决定

给予我福建分公司 12 万元罚款。

16、《中国保监会青岛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青岛保监罚[2011]2 号）：

经查，我青岛分公司存在内控管理不完善、代为抄录风险提示语句的现象。上述

行为违反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依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六十九条、《人身保险新

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青岛分公司责令改正

和警告处罚。

17、《中国保监会贵州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黔保监罚字[2011]2 号）：

经查，我贵州分公司存在擅自印制保险产品信息披露宣传资料、部分保险销售人

员销售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

百一十六条第（一）、（四）项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条、

第十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

一百七十三条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决定给予我贵州分公司 1万元罚款。

18、《中国保监会广东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粤保监罚[2011]5 号）：经

查，我广东分公司存在银保业务不实列支营业费用、学平险保费未全额入账的行

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 年修正）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 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

项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广东分公司责令改正和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19、《中国保监会北京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京保监罚[2011]25 号）：经

查，我北京分公司存在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虚构保险中介业务套取费用、超出

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未按规定使用备案的条款费率、销售过程中隐瞒与保险合

同有关的重要情况和欺骗投保人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2002 年修正）第 86 条、172 条、116 条、162 条、95 条、161 条、136 条

的规定，决定对我公司处以 80 万元的罚款。

20、《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保监罚[2011]10 号）：经

查，2006 年，我山西分公司与客户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兑现 《裕祥团体年金保

险》三年期收益率 10.5 %，该行为属于承诺向投保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

其他利益。上述行为违反了《保险法 》（2002）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根据《保

险法 》（2002）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国保监会决定给予我山西分公司罚款 30 万

元的行政处罚。

2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保监罚[2011]11 号）：2010

年 7 月 5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我公司实施了

内控与合规现场检查。经查，我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团险业务产品包含

旅行不便险条款，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人身保险范围；未按规

定使用经监管部门报备的保险条款；承诺向投保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

利益；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委托不具有代理资格的人员展业；违反监管规定

承保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回访人员存在误导行为；回访录音保管不善；报送虚假

的报告。上述超范围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决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40 万元的行政处罚。上述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的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40 万元的

行政处罚。上述承诺向投保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2002）第一百三十九条决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30 万元的行政处罚。上

述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决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上述委托不具有代理资格人员展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一百六十九条，给予我公司责令改正及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上述违反监管

规定承保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

十六条以及《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人身保险限额的通知 》（保监发

〔1999〕43 号）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决

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上述回访存在误导的行为，违反了《人

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人身保险新型产

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决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上

述回访录音保管不善的行为，违反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十条的规定，根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决定给

予我公司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上述报送虚假报告、数据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百

七十二条，决定给予我公司罚款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综上，决定给予我公司合

并罚款 232 万元的行政处罚。

22、《中国保监会江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赣保监罚[2011]43 号）：经

查，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8 月期间，我江西分公司存在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

的个人从事保险销售活动和协助保险营销员考试作弊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八项和《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

五十六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和《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五十六的规定，决定

给予我江西分公司责令改正，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

23、《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粤保监罚[2011]222 号）：

经查，我广东分公司回访工作存在未在犹豫期内完成回访，未确认投保人是否知

悉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的违规行为。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人身

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广东分公司警

告并处罚款 6000 元的行政处罚。



24、《中国保监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云保监罚[2011]14 号）：经

查，我云南分公司在 2010 年保险经营活动中存在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给予投

保人（被）保险人合同外利益、保险代理合同不规范的违规行为。上述行为分别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以及《保险公司

中介业务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以及《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

十九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我云南分公司警告，并处罚款 15.5 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招股说明书》中“本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

所披露的处罚事项和处罚金额总数已经包括上述全部处罚事项。上述处罚事项大

多发生在本公司过去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特殊时期。在新的董事会成立、新一届领

导班子到位后，公司已将合规经营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了“打造合规经营典

范”的目标，并针对监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强力整改，公司的内控合规水平已有

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