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保险机构名单 

  截至日期：2014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保险公司名称 许可证编号 有效期限 业务范围 

1 
华泰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01 2012.02.01-2015.01.31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的买卖、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 
中英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2002 2012.03.16-2015.03.15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3 
都邦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03 2012.04.23-2015.04.2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的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4 
中德安联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2004 2012.04.20-2015.04.19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5 
光大永明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2005 2012.04.15-2015.04.1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6 
渤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07 2012.04.17-2015.04.1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 
鼎和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08 2012.04.07-2015.04.0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 

日本兴亚财产

保险（中国）有

限责任公司 

IC2012009 2012.05.31-2015.05.3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9 

中新大东方人

寿保险有限公

司 

IC2012010 2012.05.11-2015.05.1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0 

安联财产保险

（中国）有限公

司 

IC2012011 2012.06.06-2015.06.0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资信调查咨询业

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

业务 

11 
国元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12 2012.06.05-2015.06.0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2 

英大泰和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2013 2012.06.11-2015.06.1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3 
合众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14 2012.06.17-2015.06.16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4 
阳光农业相互

保险公司 
IC2012015 2012.08.07-2015.08.0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5 
安华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16 2012.07.11-2015.07.1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6 
北大方正人寿

保险公司 
IC2012017 2012.07.17-2015.07.16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的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7 
华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18 2012.07.19-2015.07.18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8 
诚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19 2012.08.06-2015.08.0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9 
中航安盟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2021 2012.08.21-2015.08.2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0 
长安责任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23 2012.08.13-2015.08.1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1 
工银安盛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2024 2012.09.10-2015.09.09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2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25 2012.10.23-2015.10.22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的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

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

业务 

23 

新光海航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 

IC2012028 2012.08.07-2015.08.06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4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IC2012029 2012.10.19－2015.10.18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的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25 
长江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30 2012.10.30－2015.10.29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26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2031 2012.12.08-2015.12.07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资信调查咨询

业务、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

内外币债券的买卖、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7 

太平再保险有

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IC2012032 2012.11.17-2015.11.16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28 
华农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33 2012.11.13-2015.11.1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29 
安邦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34 2012.12.12-2015.12.11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币债券的买卖、经外汇

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30 
太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2035 2013.01.15-2016.01.1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

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31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2036 2012.10.22-2015.10.21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的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

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

业务 

32 
阳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02 2012.10.19-2015.10.18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33 
紫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03 2012.12.28-2015.12.27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资信调查咨询

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

汇业务 

34 

中国大地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04 2013.03.25-2016.03.2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35 

中国财产再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IC2013005 2012.12.31-2015.12.30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同业拆

借、外汇海事担保、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36 

慕尼黑再保险

公司北京分公

司 

IC2013009 2013.02.22-2016.02.21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同业拆

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

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37 
交银康联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3010 2013.03.25-2016.03.2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38 

乐爱金财产保

险（中国）有限

公司 

IC2013011 2013.01.26-2016.01.2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39 

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IC2013012 2013.02.16-2016.02.15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0 

中国人寿再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IC2013013 2013.03.23-2016.03.22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同业拆

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

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1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14 2013.03.13-2016.03.1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的买卖、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2 

现代财产保险

（中国）有限公

司 

IC2013015 2013.03.24-2016.03.23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币债券买卖、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3 
中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16 2013.03.15-2016.03.1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4 

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17 2013.03.22-2016.03.21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的买卖、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5 
大众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IC2013018 2013.02.25-2016.02.2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买卖、资

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

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6 
安邦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19 2013.02.21-2016.02.2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债券买

卖、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

业务 



47 
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20 2013.03.13-2016.03.12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48 

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21 2013.05.08-2016.05.07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资信调查咨询

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

汇业务 

49 
信诚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22 2013.04.13-2016.04.12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50 
信达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23 2013.04.27-2016.04.2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51 

北部湾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IC2013024 2013.05.03-2016.05.0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52 
安诚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25 2013.06.29-2016.06.28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53 

中华联合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26 2013.05.21-2016.05.2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54 

三星财产保险

（中国）有限公

司 

IC2013027 2013.08.16-2016.08.1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55 
恒安标准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3028 2013.06.13-2016.06.12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56 
众诚汽车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29 2013.06.21-2016.06.2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57 
利宝保险有限

公司 
IC2013030 2013.08.10-2016.08.09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同业拆

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

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58 

友邦保险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

司 

IC2013031 2013.07.05-2016.07.0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59 

苏黎世财产保

险(中国)有限

公司 

IC2013033 2013.08.01-2016.07.31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60 

友邦保险有限

公司江苏分公

司 

IC2013034 2013.07.31-2016.07.3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

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61 

友邦保险有限

公司广东分公

司 

IC2013035 2013.07.31-2016.07.3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62 

友邦保险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

司 

IC2013036 2013.07.31-2016.07.3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63 

友邦保险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

司 

IC2013037 2013.07.31-2016.07.3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64 

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IC2013038 2013.09.07-2016.09.06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65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39 2013.10.16-2016.10.15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66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40 2013.08.21-2016.08.2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67 
生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41 2013.08.22-2016.08.21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68 

三井住友海上

火 灾 保险 ( 中

国)有限公司 

IC2013042 2013.10.15-2016.10.1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69 
中意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43 2013.10.17-2016.10.1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0 

德国通用再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IC2013044 2013.10.15-2016.10.14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同业拆

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

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1 
美亚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45 2013.09.24-2016.09.23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债券买卖、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2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46 2013.09.18-2016.09.17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3 

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IC2013047 2013.08.10-2016.08.09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

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4 

复星保德信人

寿保险有限公

司 

IC2013048 2013.09.27-2016.09.26 
外汇人身保险、经外汇局核准

的其他外汇业务 

75 
永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49 2013.09.28-2016.09.27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经外汇局核准

的其他外汇业务 



76 
华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3050 2013.10.19-2016.10.18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和咨询业

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

业务 

77 
海康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51 2013.12.03-2016.12.02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78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52 2013.12.17-2016.12.16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经核准的

境内外币债券买卖、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79 

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53 2013.12.17-2016.12.1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买卖、资

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

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0 

中国平安集团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3054 2013.12.17-2016.12.1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1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3056 2013.04.02-2016.04.01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82 
富邦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4001 2014.02.14-2017.02.13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3 
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 
IC2014002 2014.01.16-2017.01.15 

外汇财产保险（含中长期出口

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

期出口信用保险等）、上述保

险的外汇再保险、上述外汇保

险项下的外汇担保、境内外汇

同业拆借、经核准的外币债券

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

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4 
平安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03 2014.02.03-2017.02.02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5 
中荷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4004 2014.02.20-2017.02.19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6 
天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05 2014.02.25-2017.02.2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7 
中邮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06 2014.03.05-2017.03.0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核准的境内外币债券买卖、

资信调查和咨询业务、经外汇

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8 
浙商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07 2014.03.25-2017.03.2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89 
丘博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IC2014008 2014.04.08-2017.04.07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90 
中煤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09 2014.03.30-2017.03.29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91 
法国再保险公

司北京分公司 
IC2014010 2014.05.19-2017.05.18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92 
利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11 2014.05.05-2017.05.0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93 
劳合社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IC2014012 2014.06.03-2017.06.0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外汇海事

担保、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

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94 

日本财产保险

（中国）有限公

司 

IC2014013 2014.07.07-2017.07.0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95 

爱和谊日生同

和财产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IC2014014 2014.05.16-2017.05.1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96 

中国再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IC2014015 2014.05.09-2017.05.08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境内外汇

同业拆借、经核准的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97 
泰山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16 2014.06.24-2017.06.23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98 
中银保险有限

公司 
IC2014017 2014.06.27-2017.06.2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99 
民安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4018 2014.05.18-2017.05.17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00 
国泰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IC2014019 2014.08.25-2017.08.24 

外汇人身保险、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买卖 

101 
永诚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20 2014.06.13-2017.06.1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02 

安盛天平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IC2014021 2014.02.11-2017.02.1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03 

中美联泰大都

会人寿保险公

司 

IC2014022 2014.06.24-2017.06.23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04 
信利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IC2014023 2014.05.03-2017.05.02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05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24 2014.07.25-2017.07.24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106 

太阳联合保险

（中国）有限公

司 

IC2014025 2014.08.16-2017.08.1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07 

汉诺威再保险

股份上海分公

司 

IC2014026 2014.07.21-2017.07.20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08 
华泰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4027 2014.09.05-2017.09.04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外汇海事担保、境内外汇同业

拆借、境内外币债券的买卖、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09 
锦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28 2014.07.12-2017.07.11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10 

东京海上日动

火灾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 

IC2014029 2014.09.21-2017.09.20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11 
招商信诺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IC2014030 2014.09.22-2017.09.21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资信调查咨询业务、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12 

中石油专属财

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IC2014031 2014.08.29-2017.08.28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再保险、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境内外币

债券买卖、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113 

瑞士再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IC2014032 2014.10.10-2017.10.09 

外汇再保险、境内外汇同业拆

借、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

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14 
安信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33 2014.09.15-2017.09.14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15 
建信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IC2014034 2014.10.10-2017.10.09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经外汇局

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116 
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35 2014.11.16-2017.11.15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经外汇局核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 

117 
国泰财产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IC2014036 2014.11.07-2017.11.06 

外汇财产保险、外汇人身保险、

外汇再保险、外汇海事担保、

境内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

咨询业务、经外汇局核准的其

他外汇业务 

118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IC2014037 2014.10.11-2017.10.10 

外汇人身保险、外汇再保险、

资信调查咨询业务、境内外汇

同业拆借、境内外币债券买卖、

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