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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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股 10000 10.00 正常 有变动 20000 20.00 正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股 10000 10.00 正常 有变动 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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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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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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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

股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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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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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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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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份 100.0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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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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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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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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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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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非执行董事：包亚忠，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1994年毕业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应用化学专业，2012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2018.3.23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6号。

历任一汽热处理厂工艺员工长、一汽进出口公司业务主管、一汽集团公司办公室

业务总管、总经理秘书、一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助理、长春富奥东阳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中方总经理、长春一汽富维东阳汽车塑料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春一

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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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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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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信息 

（1）总经理：张影，信息同上。 

（2）副总经理：王抒智，女，1972年生，中共党员，2003年毕业于英国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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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总经理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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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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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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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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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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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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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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28% 613.46% 

2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893,268,734.28 868,162,999.86 

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85.28% 613.46% 

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893,268,734.28 868,162,999.86 

5 保险业务收入 203,713,917.66 129,730,692.83 

6 净利润 38,419,084.24 11,658,942.35 

7 净资产 1,106,052,236.63 1,066,985,637.90 

三、实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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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元） 上季度可比数（元） 

1 认可资产 2,203,273,354.03  2,006,714,741.51 

2 认可负债 1,125,931,769.89  969,471,611.53 

3 实际资本 1,077,341,584.14  1,037,243,129.98 

3.1 核心一级资本 1,077,341,584.14  1,037,243,1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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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72,849.86  169,080,130.12 

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83,102,407.10  168,188,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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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81,342.29  88,459,699.31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56,114,161.15  46,127,526.84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04,194,658.79  97,933,944.09 

1.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70,987,755.13  64,332,4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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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442.76 891,400.27 

1.3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2017 年 3 季度，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A；2017 年 4 季度风险综合

评级结果为 A。目前，公司正在根据监管统一安排，开展 2018 年 1 季度风险

综合评级工作。 

六、风险管理情况 

（一）风险管理能力评估有关情况 

公司 2017 年 SARMRA 评估得分为 78.94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6.01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20 分，保险风险管理 8.56 分，市场风险

管理 8.02 分，信用风险管理 6.43 分，操作风险管理 8.32 分，战略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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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8.32 分，声誉风险管理 8.10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98 分。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偿付能力管理改进措施及最新进展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偿付能力管理能力，公司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建立 2018 年风险偏好陈述书，全面制定 2018 年 SARMRA 评估整改工作计划，

开展 2018-2022 年发展规划及 2018 年业务预算独立风险评估，优化诉讼管

理体系、操作风险识别管理体系，开展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与建模培训和机构

反洗钱等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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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858.34 24,191,493.81 

项目（%） 综合流动比率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预期现金流入或流出（非折现） 

3 个月内 175.74% 121.99% 

1 年内 100.96% 100.90% 

1 年以上 373.69% 437.08% 

 项目（元）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压力情景 1 压力情景 2 压力情景 1 压力情景 2 

流动性覆盖率-公司整体 2847.10% 1580.64% 2514.04% 1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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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