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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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 正常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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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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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 
社会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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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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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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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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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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拟任）：张桂香，女，1968 年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

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经 2018 年 4 月 2 日鑫安汽车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历任一汽财务

有限公司信贷部部门经理；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部门经理；一汽财务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门经理；一汽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行政总监；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行政总监、汽车金融事业部北区总经理；鑫安汽

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汽技术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一汽技术中心人

力资源部部长、中心纪委委员、集团改革办高级经理。 

    （6）非执行董事（拟任）：韩庭武，男，1964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学历。经 2018 年 8 月 31 日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历任天津市汽车工业公司财务处干部、天津

市汽车工业公司职工大学教师、天津市汽车工业公司审计处干部、天津市汽车工

业总公司审计处干部、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审计部干部、天津汽车工业（集

团）公司国资审计部干部、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干部、天津汽

车工业（集团）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天津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汽车

制造分公司总会计师、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

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经营部副部长、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部长。 

（7）非执行董事（拟任）：焦杨，男，1968 年生，中共党员，2005 毕业于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经 2018年 8月 31日鑫安汽车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历任

一汽转向机厂技术发展科工艺员、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业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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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部部长、长春一汽富维高新汽车饰件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成都丰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

记、长春一汽富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战略发展部部长。 

（8）独立董事（拟任）：陈秉正，男，1957 年生，中共党员，1995 年毕业

于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经 2018年 8月 31日鑫安汽车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于 1984 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于 2004 年至今

任浙江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于 2005 年至今任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于 2015

年至今任燕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已启动以上拟任董事的任职资格考试及任职资格核准工作。 

     2、监事会成员基本信息 

（1）监事会主席（拟任）：许琳媛，女，1966年生，中共党员，2005年毕

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经 2018 年 8月 31

日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监事会监

事，经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一次监事会选举为监事会主席。历任

一汽财会处专用基金科助理会计师、一汽财会处联营科助理会计师、一汽财会处

资金管理科主任科员、一汽集团公司计财部资金处投资科业务主任、一汽集团公

司计财部资产处对内投资科业务主任、一汽集团公司计财部资产管理处处长、一

汽集团公司计财部副部长、一汽商用车制造中心计财部部长、一汽解放汽车有限

公司计财部部长、一汽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一汽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务

部专职监事。 

（2）监事（拟任）：佟岩，女，1972年生，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财务管理

专业，本科学历。经 2018 年 8月 31日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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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机电设备总公司出纳、辽宁一汽贸易总公

司会计、惠华新业集团财务总监、辽宁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辽宁奥

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辽宁惠华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财务部长、惠华

新业集团资金管理部长、辽宁惠华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3）职工代表监事（拟任）：李佳，女，1980 年生，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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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经 2018 年 8月 31日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历任一汽财务有限公

司信贷评审部评审岗、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信贷评审部评审岗、鑫安汽车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车险经营部承保管理岗、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两核作业中心

见习经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险经营部承保管理室经理、鑫安汽车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部门副经理。 

公司已启动以上拟任监事的任职资格考试及任职资格核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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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吉林亿安保险经

纪公司（现更名为江苏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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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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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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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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38% 660.35% 

2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933,869,650.05 904,258,006.58 

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650.38% 660.35% 

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933,869,650.05 904,258,006.58 

5 保险业务收入 153,069,506.14 165,153,765.76 

6 净利润 36,688,345.42 29,503,738.40 

7 净资产 1,131,057,067.41 1,094,175,073.45 

三、实际资本 



 

7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数（元） 上季度可比数（元） 

1 认可资产 2,343,875,929.96 2,220,764,348.04 

2 认可负债 1,240,330,162.79   1,155,132,625.44   

3 实际资本 1,103,545,767.17  1,065,631,722.60  

3.1 核心一级资本 1,103,545,767.17  1,065,631,7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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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76,117.12    161,373,716.02   

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68,781,574.77   160,522,9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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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93,396.24   96,923,194.07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62,339,096.82   62,961,181.29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75,646,507.77  60,412,418.11 

1.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65,097,426.06    59,773,8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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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542.35 850,771.61 

1.3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2018 年 1 季度，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A；2018 年 2 季度，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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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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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诉讼管理机制、风险信息传递及处置机制、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管理机制，

深入开展半年度诉讼分析和风控合规分析，强化风控合规培训力度、加强风

控队伍建设，进一步落实 2018 年内控评估工作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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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6,977.49 13,041,3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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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33% 290.28% 

1 年内 155.26% 120.38% 

1 年以上 248.48% 3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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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61% 1335.00% 3038.12% 13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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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未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