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建

设及自评估情况（半年度披露-20210729）
 

一、风险责任人

二、组织架构

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信息披露公告

行政责任人： 贡磊 职务 公司总经理

行政责任人类型： 授权总经理 是否履行完备的授权程序
： 是

行政责任人性别 男 行政责任人出生年月 1973-03

行政责任人学历 研究生 行政责任人学位 硕士

行政责任人所在部门 管理层 行政责任人入司时间 2013-12-02

行政责任人专业资质 具备相关领域10年以上从
业经历 行政责任人专业技术职务 无

专业责任人： 王捷 职务 公司总经理助理

专业责任人类型： 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履行完备的授权程序
：

专业责任人性别 男 专业责任人出生年月 1975-09

专业责任人学历 研究生 专业责任人学位 硕士

专业责任人入司时间 2013-08-01 专业责任人所在部门 管理层

专业责任人专业资质 具备相关领域10年以上从
业经历 专业责任人专业技术职务 无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按照“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董事会及其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
和经营管理层及其下设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的信用风险管理，并明确了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经营
管理层及其专业委员会在信用风险管理条线的权责界限、履职机制。董事会对公司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负最
终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投资管理委员会根据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授权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与决策。公司
在风险管理部门（综合风控部）下设信评中心负责信用风险管理，建立了信评中心向综合风控部的汇报路径
，信评中心纳入公司风险管理绩效考核体系。信评中心为独立的信用评估部门，与公司投资部门相互独立
，并由不同高管分管。公司配备了6名独立、专职的信用评估人员，履行信用风险识别、评估、监测、报告、
处置等职能，并在投资人员和信用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和信用评估人员之间建立了防火墙机制。公司不
存在信用评估人员与投资人员或风险管理人员等其他部门人员兼职的情况。公司下发了《关于中意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综合风控部信评中心的通知》，明确了信评中心的部门职责、岗位职责、部门负责人及人
员配置等。上述组织架构符合《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的要求。

专业委员会设置：

委员会名称： 风险管理委员会 所属层级： 董事会

委员会名称： 投资管理委员会 所属层级： 经营管理层

信用评估部门设置：

1

部门名称： 综合风控部-信评中心

发文时间： 2021-01-2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关于中意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设立综合风控部
信评中心的通知》（中意
资管[2021]人力12号）

岗位设置： 信用评估岗,信评中心负责人

防火墙机制：

符合《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的规定要求。公司制订了《中意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评估防火墙制度》，明确了信评人员与前台投资及业务
人员、风控等人员的防火墙机制，严禁信用评估过程中利益输送、损害职业操守
等现象的发生，确保信用评估结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平性。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三、专业队伍

四、管理规则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信用风险管理专业队伍建设符合《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规定。公司综合风控部信评中心配
备了6名熟悉信用分析、具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的专职人员，且均具有2年以上信用分析经验，其中，部门负
责人具有5年以上信用分析经验，达到监管要求。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为能力标
准要求的专职
人员

相关经验类型 相关经验年限

1 袁静雅 信用评估岗 是 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从事
信用评估等相关工作的经验 2.10

2 李丝萌 信用评估岗 是 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从事
信用评估等相关工作的经验 5.07

3 沈卓琳 信用评估岗 是 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从事
信用评估等相关工作的经验 7.13

4 刘俊毓 信用评估岗 是 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从事
信用评估等相关工作的经验 3.49

5 邹达 信用评估岗 是 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从事
信用评估等相关工作的经验 5.16

6 赵攀 信评中心负责
人 是 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从事

信用评估等相关工作的经验 7.76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按照《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建立了完备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信用评级基础制
度、信用评级符号体系、增信措施评估原则等相关制度文件，且相关制度均已正式发文。其中，信用风险管
理制度包括管理机构和基本职责、管理权限和履职机制、信用评级制度、授信管理制度、交易对手管理制度
、风险跟踪与监测制度、应急预案等，各项制度相互衔接，并已纳入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信用评级相关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评级议事规则、操作流程、方法细则、报告准则、尽职调查制度、跟踪评级和复评制度、
防火墙制度等；信用评级符号体系符合国际国内通用标准，长期和短期信用评级符号具有明确定义且保持稳
定，不同评级符号对应不同信用风险或者违约可能，长期和短期信用评级符号对应关系明确；同时建立了科
学合理的增信评估准则。

信用风险管理制度：

制度内容 评估结果 制度明细

授信管理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授信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1】综合风控部2号,
发文时间：2021-01-06;



信用评级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流程,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议事
规则,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6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尽职
调查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报告
准则,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63号,
发文时间：2020-12-24;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管理
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评估
防火墙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指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63号,
发文时间：2020-12-16;

交易对手管理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券池管理制
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1】综合风控部21号,
发文时间：2021-02-08;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对手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1】综合风控部68号,
发文时间：2021-06-03;

风险跟踪与监测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流程,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管理
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1】综合风控部45号,
发文时间：2021-04-23;

管理权限和履职机制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管理
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管理机构和基本职责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管理
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应急预案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类保
险资产管理重大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18】固收37号,
发文时间：2018-12-05;

信用评级基础制度：

信用评级报告准则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报告
准则,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63号,
发文时间：2020-12-24;

防火墙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风险评估
防火墙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信用评级操作流程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流程,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尽职
调查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五.系统建设

六、运作管理

七、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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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对保险资管公司

信用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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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评级议事规则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议事
规则,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6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跟踪评级和复评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流程,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信用评级方法细则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指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63号,
发文时间：2020-12-16;

尽职调查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尽职
调查制度,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48号,
发文时间：2020-08-11;

信用评级符号体系：

信用评级符号体系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指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63号,
发文时间：2020-12-16;

增信措施评估原则：

增信措施评估原则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指引,
发文文号：中意资管【2020】综合风控部63号,
发文时间：2020-12-16;

整体评估情况：

信用评估系统可以完成评级发起，评级审核，评级报告输出等完整流程。在评级过程中集成了聚源数据，提
供债券和主体及担保人等的基本数据，并自动导入公司财务数据等评级需要的基本信息。评级功能包括对债
券和主体的评级和跟踪评级，支持多人投票和评级结果导出，并自动将评级结果发给相关人员。对于违约时
间和违约率及违约回收率系统提供了维护和查询功能，也支持信用评级迁移矩阵信息查询，并永久保存。所
有需要进行内部评级的资产在实际操作前都需要在系统中发起评级流程，并以该系统中的评级结果作为后续
投资的依据。信用评估系统建设、功能、使用及运行情况符合《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相关要求
。

信用评级系统：

系统名称 信用评级系统

上线时间 2013-05-3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系统功能评估 评级对象管理；评级流程管理；评级管理；评级模型管理；统计和查询等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通过信用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建设和评级流程设定，全部固定收益类资产拟投资标的在经过信用评级产生
评级结果，并授予信用额度后，才能在公司交易系统中下单投资，信用评估为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的必经环
节；公司已投资的企业（公司）债券在投资前均已经过信用评级系统进行信用评级，目前信用评级系统对持
仓企业（公司）债券进行100%评级；信用评级过程中的主要原始资料、评估工作底稿、尽职调查报告、评审
会议记录、信用评级报告等业务档案均完整保存在评级系统中。符合《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相
关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