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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及股东 

股东名称 
股东 

类别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份额 

（万股） 

占比 

（%） 
状态 

份额 

（万股） 

占比

（%） 
状态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股 17500 17.5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 正常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 正常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 正常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 正常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股 10000 10 正常 无变动 10000 10 正常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股 10000 10 正常 无变动 10000 10 正常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

公司 

社会法

人股 
2250 2.25 质押 无变动 2250 2.25 质押 

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 

社会法

人股 
2250 2.25 正常 有变动 2250 2.25 质押 

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法

人股 
2250 2.25 冻结 无变动 2250 2.25 冻结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法

人股 
2250 2.25 正常 有变动 2250 2.25 质押 

吉林亿安保险经纪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股 1000 1.00 正常 无变动 1000 1.00 正常 

小计   100000  100%     100000  100%   

（二）实际控制人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7.50%，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7.50%，天津一

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7.50%，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7.50%，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0%，一汽财务有限公司，持

股 10.00%，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25%，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2.25%，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25%，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25%，吉林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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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持股 1.00%。 

公司主要股东的控股股东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其持有一汽轿

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53.03%，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47.73%，持有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股份 70.83%，持有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

份 100.00%。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持有吉林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50.0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持

有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99.62%，同时，持有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0.14%，持有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4.31%。 

公司最终权益持有人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持有中国第一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00.00%。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会成员基本信息 

（1）董事长：张影，男，1963 年生，中共党员，1985 年毕业于吉林工

业大学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2012.9.4 出任本公司董事和总经理，任职

批准文号分别为：保监产险[2012]1051 号和保监产险〔2013〕26 号文件。

2014 年 5 月 21 日出任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34

号。历任一汽生产处调度，一汽第二发动机厂综合计划员、团委书记、生产

科副科长、计财科长，一汽轿车公司计财部成本科科长、计财部部长助理、

部长，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 

（2）执行董事：张影，信息同上。 

（3）执行董事：朱金海，男，1971 年生，中共党员，2008 年毕业于武

汉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12.9.4 出任本公司董事和副总经

理，任职批准文号分别为：保监产险[2012]1051 号和保监产险〔2013〕69

号。历任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船员，明华—上海海院深圳进修学院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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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质管办负责人、讲师，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太平保险总公司水

险部室副经理，中国保险（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理赔部副经理，紫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非车险部总经理、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紫金保险法律责任人，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4）非执行董事：赵玉林，男，1964 年生，中共党员，1989 年毕业于

吉林财贸学院会计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2012.9.4 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1051 号。历任一汽车轮厂计财科会计、副科长、

科长，一汽车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长春一汽四环股份有限公司计财部部

长，一汽丰田销售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部长，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5）非执行董事：张建帮，男，1962 年生，中共党员，1992 年毕业于

中央党校一汽分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2015.2.2 出任本公司董事，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08 号。历任一汽底盘厂经济计划科计划

员、一汽经济计划处价格科价格员、一汽集团公司计财部价格科价格员、科

长、计财部预算控制处价格组业务主任、计财部价格管理室主任、财控部部

长助理、财控部副部长、经营控制部副部长，现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非执行董事：历伟，男，1964 年生，中共党员，1985 年毕业于吉

林工业大学机制专业，大学本科学历。2015.2.2 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5〕108 号。历任一汽车箱厂机动科设计员、机械员、

经济计划科副科长、计划财务科科长、厂长助理、一汽凯尔海斯汽车底盘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一汽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天津一

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现任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7）独立董事：仇雨临，女，1960 年生，中共党员，2003 年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12.9.4 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1051 号。于 1986 年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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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监事会成员基本信息 

（1）监事会主席：窦燕飞，男，1967 年生，中共党员，1991 年毕业于

陕西机械学院工商管理系工业会计专业，2004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企

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7 年 5 月 2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444 号。历任一汽集团公司计财部会计，一汽集

团公司财控部主任，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综合管理部副

部长，一汽动能分公司财务总监，一汽集团公司审计部高级经理，鑫安汽车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监事：杨悦，女，1974 年生，中共党员，2008 年毕业于河北科技

师范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专学历。2015.2.2 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5〕108 号。历任平安保险公司主任，现任庞大汽贸集

团盛安保险代理公司副总经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3）职工监事：李涛，男，1981 年生，2004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保险专

业，大学本科学历。2014 年 7 月 24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许可〔2014〕649 号。历任平安产险辽宁分公司盘锦支公司查勘定损员、

承保出单员，平安集团总公司后援中心车险两核部核保人，平安集团总公司

后援中心车险两核部区域主管,天平车险总公司业务管理部核保中心主任，

天平车险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室风控总监，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两核作

业中心高级经理，职工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信息 

（1）总经理：张影，信息同上。 

（2）副总经理：朱金海，信息同上。 

（3）副总经理：杨春风，男，1966 年生，中共党员，1992 年毕业于中

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产险〔2013〕69 号。历任一汽吉林标准件厂会计、一汽生活福利处会计、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信贷员、信贷科长，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及吉林亿安保险经

纪公司副总经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总经理助理，王抒智，女，1972 年生，中共党员，2003 年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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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萨里大学，金融服务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6 年 12 月 14 日起

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274 号。历任

一汽长春齿轮厂企业管理员、会计，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管理员，一

汽财务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部门经理，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部预

算管理室室长，一汽通用轻型商用汽车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5）董事会秘书：成诚，女，1987 年生，2011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应用

数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16 年 5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374 号。历任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信贷评审部评审专

员、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险经营部承保管理岗、办公室主任。 

（6）合规负责人：张黎娜，女，1980 年生，中共党员，2006 年毕业于

吉林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2016 年 11 月 15 日起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

人，任职批复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1153 号。历任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信

贷评审专员、行政专员，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公司业务总监、风险总监，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控合规部部门负责人。 

（7）财务负责人：崔林勇，男，1970 年生，2004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管

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副

总经理的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3〕69 号，财务负责人的任职批准

文号为：保监财会〔2013〕391 号。历任一汽贸易总公司东北公司会计员、

一汽集团计财部成本处成本费用核算员、一汽集团计财部综合会计处成本核

算主管/财务管理主管、一汽集团财务控制部综合会计二室主任、综合会计

室主任、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第一财务科长、会计科长、预算科长，

一汽集团规划部主查、长春丰越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目前，崔林勇同志已离任，但在新任财务负责

人未到任前履行职责。 

（8）审计责任人：王红叶，女，1972 年生，1997 年毕业于南京审计学

院审计学专业，本科学历。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产险[2013]69 号。历任长春市燃料三公司会计/财务经理、中磊会计师事务

所吉林分所审计项目经理、吉林中兆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项目

经理、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公司业务部信贷评审、内审部内审员、授信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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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审批员、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稽核监察部负责人，审计责任人。 

二、主要指标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663.10% 724.12% 

2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882,790,796.71 907,941,805.71 

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663.10% 724.12% 

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882,790,796.71 907,941,805.71 

5 保险业务收入   114,184,911.52      143,299,086.03    

6 净利润 22,887,818.44 28,411,005.40 

7 净资产 1,064,362,497.10 1,078,937,089.06 

三、实际资本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元） 上季度可比数（元） 

1 认可资产 1,872,175,603.68 1,806,158,093.62  

2 认可负债 832,610,296.35   752,741,494.32  

3 实际资本 1,039,565,307.33 1,053,416,599.30  

3.1 核心一级资本 1,039,565,307.33 1,053,416,599.30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                  -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元） 上季度可比数（元） 

1 最低资本 156,774,510.62  145,474,793.59  

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54,305,620.69  143,183,851.96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1.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85,122,157.47    84,855,191.85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46,654,323.06    35,762,083.62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82,091,249.16    76,304,346.01  

1.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9,562,109.00    53,737,769.52  

1.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1.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468,889.93    2,290,941.63  

1.3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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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 2016 年 4 季度风险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 A 级，2017 年 1 季度分类

监管评价结果为 A 级，目前，公司正在根据监管统一安排，开展 2017 年 2

季度分类监管评价工作。 

六、风险管理情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有关情况 

2017 年 1 季度，公司根据保监会下发的《关于 2016 年 SARMRA 评估的反

馈意见》，制定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整改计划》，并全面落实整改。

报告期内，公司整改工作完毕，并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要求，启动 2017 年度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自评估工作，以全面审视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现

状及效果，进一步查找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的不足以及风险管理薄弱环节，

促使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本次自评估工作由公司高管层统一领导，风控合规部统筹组织，各专业

风险管理部门协助配合。为确保自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及客观性，本次自评估

采取各专业风险管理部门预评估、风控合规部复核评估的方式进行，评估共

分为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目标与工具、保险风险管理能力、市场

风险管理能力、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操作风险管理能力、战略风险管理能力、

声誉风险管理能力、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等 9 个领域，对于每个领域的具体

评估事项，公司均严格按照监管评估标准，从“制度健全性”和“执行有效

性”两方面进行逐项审慎评估。 

经过评估发现，与 2016 年相比，公司在基础与环境、目标与工具、保

险风险等 9 个领域的风险管理水平均有所提升。在制度健全性方面，公司根

据监管要求及实际管理需要，建立健全了《风险偏好管理办法》、《风险偏好

陈述书》、《新闻发言人管理办法》，并对《保险风险管理办法》、《信用风险

管理办法》等 19 个制度进行修订，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得以进一

步完善；在执行有效性方面，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落实并持续优化各项

管理机制，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进一步夯实，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优化，各

类风险的管理能力均有所提升。未来，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及实际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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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加强公司

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偿付能力管理改进措施及最新进展 

（1）建立风险偏好体系，进一步健全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管理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战略和当前的风险状况，建立健全风险偏好体

系，并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了各类风险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

限额，进一步提升了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可接受的总体风险水平、各类风险

的风险可接受程度的量化管理能力。 

（2）深入开展合规风险管控体系建设项目工作，持续优化合规风险的

识别、评估、监测、检查、报告等机制。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2017 年

度合规风险管控体系建设项目工作方案》要求，对纳入合规风险识别的外规

清单进行梳理，并组织各机构开展合规风险识别工作；公司合规风险管控体

系建设的持续优化，对有效防范合规风险、避免因合规风险引发重大损失、

保证公司合规稳健经营有着积极的意义。 

（3）深入优化诉讼管理机制。为优化诉讼管理机制，提高诉讼案件处

理效率，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各机构在充分总结以往诉讼案件管理经验和问

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了诉讼案件审批流程，并将诉讼案件分为一

般诉讼案件、追偿诉讼案件和重大诉讼案件三类进行管理，简化了签报审批

内容，明确了签报审批流程，提高了诉讼案件处理效率。 

（4）组织开展 2017 年内控评估工作。为提升公司的风险防控能力，切

实了解公司的内部控制管理效果，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保监会相关要求，组

织开展 2017 年内控评估工作，制定了《2017 年度内控评估工作方案》及评

估底稿，并组织各部门开展内部控制预评估。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开

展内控评估工作，对预评估结果进行复核评估，并组织对缺陷进行整改及补

充测试，通过对内控缺陷的识别及整改，以实现进一步提升公司内部控制管

理水平的目的。 

（5）深入开展反洗钱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加人民银行长

春中心支行组织的各项会议和培训，并及时将会议精神和培训内容在公司内

部进行传递。公司通过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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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 3 号文件的内部全面系统宣导，进一步提升了员工的反洗钱意识；

且公司严格按照〔2016〕第 3 号文件及人民银行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要素及释义的通知》的要求，对公司的反洗钱系统

进行回溯分析及升级改造，变更了大额交易判定标准、优化了可疑交易系统

抓取特征，并将大额交易判定标准及可疑交易系统抓取特征嵌入业务系统及

反洗钱系统，进一步加强了反洗钱信息系统建设，提升了信息系统管理能力。 

（6）组织开展非法集资宣传活动。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关于

开展 2017 年保险业防范非法集资专题宣传月活动的通知》的要求，加强防

范非法集资专题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和保险从业人员对非法集资的

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消除非法集资潜在隐患，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防范

非法集资专项活动小组，并制定防范非法集资专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方案，

开展了一系列防范非法集资专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了公司员工及社

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促使公司员工及社会公众自觉抵制非法

集资。 

七、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充裕，流动性风险可控。 

项目（元）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净现金流入 16,174,802.47 17,281,786.72 

项目（元） 
预期现金流入或流出（非折现） 

3 个月内 1 年内 1 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 363.07% 250.75% 251.30% 

 项目（元） 压力情景 1 压力情景 2 

流动性覆盖率-公司整体 129.53% 129.53% 

流动性覆盖率-独立账户 - -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保监会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