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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职责及履职情况

王梓木 男，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1984 年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1991 年调至国

家经贸委综合司工作，历任处长、副司长，1995 年起主持全司工作。1996 年，发起并组

建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王梓木担任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作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梓木先生主要负责拟订公司发展战略并组织战略

实施，建立和健全公司的管理体系与组织结构，构建公司文化。王梓木先生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了职责。

赵明浩 男，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华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会长。

1987 年至 1996 年先后任哈尔滨市经委办公室副主任、哈尔滨国际经济开发集团公

司总经济师、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香港新世纪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1996 年起参与创办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历任

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2011 年至今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 年至 2016

年曾兼任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至 2018 年曾兼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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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明浩先生主持公司的整体运营，力争实现董事会制

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目标。赵明浩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

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了职责。

Cunqiang Li（李存强） 男，美国/加拿大国籍，硕士研究生，美国注册会

计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战略官，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1986 年至 1991 年在中科院兰州大气物理研究所担任科研员。1997 年至 2002 年先后

就职于 Belmonte & Leger、Miller Moriarty 会计师事务所、美国蓝十字和蓝盾保险公

司。2002 年 3 月加入美国万通互惠金融集团，先后担任美国万通互惠理财集团会计师、

金融顾问，美国万通互惠国际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全球战略规划与企业收购、营销渠道

拓展总监、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兼任美国万通寿险有限公

司（日本）董事、美国万通亚洲寿险有限公司（香港）董事、英大泰和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董事等职务。2012 年 9 月加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战略官，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董事长。2017 年 12 月加入安达人寿，担任首席营运官。2020 年 10 月起担任华泰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1 月起担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

首席战略官。

作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Cunqiang Li（李存强）先生分管公司战略规划与创新发展

工作，在其分管领域及履职过程中配合公司战略落地执行，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经营发

展。Cunqiang Li（李存强）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

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履行了常务副总经理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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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雪松 男，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1989 年至 2001 年在平安保险公司历任海南分公司部门经理、上海分公司部门经理、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2001 年加入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助理副总经理兼中区管理中心负责人、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总公司副总经理。2011 起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华泰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起兼任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16 年起任华泰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丛雪松先生兼任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主持财险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负责财险公司战略落地执行。丛雪松先生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了副总经理的职

责。

刘占国 男，博士研究生，中国精算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

席执行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理事。

1992 年至 1999 年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任职。1999 年至 2016

年先后任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天津代表处任首席代表、参与筹建恒康天安人寿保

险公司并任精算部经理；光大永明人寿助理副总裁、长城人寿总精算师、财务总监；慕

尼黑再保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寿险总精算师兼市场与客户部总经理；恒安标准人

寿首席财务官；英大泰和人寿副总经理、总精算师、代理总经理、总经理职务。2016 年

6 月，加入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

执行官。2018 年 2 月起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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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刘占国先生兼任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

官，主持寿险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负责寿险公司战略落地执行。刘占国先生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了副总经理

的职责。

杨平 男，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兼首席执行官，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会

长，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第一届运营与托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2 年至 2013 年先后任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金融部项目经理、外汇交易部

经理兼首席交易员；蒙特利尔银行北京分行资金部、市场部高级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北京投资管理部投资总监、香港投资部总经理；长城证券副总裁，同时兼任景顺长城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2013 年加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2015 年起任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2016 年 7 月起兼任华泰保兴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杨平先生兼任首席投资官，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

席执行官、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主持资产管理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

负责资产管理公司战略落地执行。杨平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

《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了副总经理的职责。

梁永明 男，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88 年至 2011 年先后任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科员，主任科员；审计署驻上

海特派员办事处财政审计处副处长、处长；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法制处、经贸

审计处处长；上海世博局计划财务部副部长、资金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上海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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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总会计师。2011 年加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明先生分管物业投资工作，在其分管领域及履职过程中配

合公司战略落地执行，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梁永明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了副总经理的

职责。

吕通云 女，硕士研究生，高级企业文化师 1级。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人才官、合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92 年至 2010 年先后任太古饮料（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中国区人力资源主管、美

国建立尔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美国冠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亚太区人力资源经理、

金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华北区人力资源及质量管理经理、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组

织发展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2010 年加入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华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总监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14 年起任华泰保险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首席人才官。

2018 年起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7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间兼任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2019 年 6 月起兼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规负责人。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吕通云女士分管公司人力资源、培训、法律合规

和行政管理等工作，在其分管领域及履职过程中配合公司战略落地执行，积极服务于公

司稳健经营发展。吕通云女士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

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履行了副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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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宏 女，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协

会资深会员（CGMA）。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财务会计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1993 年至 1996 年任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财务处会计。1996 年起历任华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处经理、资金处经理、深圳分公司财务部经理、PA 事业

部综合部经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计划部、计划财务部助理总监、总监；华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华泰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与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2014 年起任华泰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2014 年至 2015 年曾兼

任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2018 年起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作为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施宏女士分管公司财务工作，在其分管领域及履职过

程中配合公司战略落地执行，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施宏女士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履行了副总经理兼

财务负责人的职责。

张江涛 男，硕士研究生。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首席技术官。

1999 年至 2017 年先后任 NCR（安讯(北京)金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技术顾问、埃森

哲全球技术咨询部咨询经理、联想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全球技术开发部总监、安邦保

险集团信息中心主任、安能物流首席信息官 （兼雷励金融信息化顾问，兼领科卓越信息

化俱乐部秘书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信息化专家）。2017 年 2 月加入华泰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首席技术官。2017 年至 2020

年曾兼任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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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江涛先生分管信息技术工作，在其分管领域及履职过程中

配合公司战略落地执行，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张江涛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履行了总经理助理的职

责。

李明明 男，硕士研究生，北美精算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总精算师、首席风险官。

1996 年至 2019 年先后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专

员、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产品定价经理和团险精算团队负责人、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精

算经理、瑞士再保险公司寿险与健康险部亚太区业务策略负责人。2019 年 3 月加入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总精算师、首

席风险官。

作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总精算师，李明明先生分管公司风险管理与精算工作，在其

分管领域及履职过程中配合公司战略落地执行，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李明明

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

履行了总经理助理兼总精算师的职责。

林帆 女，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1992 年至 1996 年先后任北京安贞医院医师、北京海思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助理、

北京尚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6 年加入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先后

任董事会秘书处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2011 年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2017 年至今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林帆女士负责协助董事长处理董事会事务，组织筹备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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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管理投资者关系，分管董事会办公室，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

经营发展。林帆女士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认真负责

地履行了董事会秘书的工作职责。

艾文 女，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兼内部审计总监、内部审计部总经理、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

1997 年至 2000 年在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任财务部会计。2000 年 10 月加入华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计划财务部财务管理经理，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审计责任人，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内部审计部总经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2015 年 6 月起任华

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责任人。2020 年 4 月起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审计总监。

作为公司审计责任人，艾文女士全面负责审计管理工作，积极服务于公司稳健经营

发展。艾文女士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认真负责地履

行了审计责任人的工作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