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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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股 20,000 20.00 正常 无变动 20,000 20.00 正常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普通法人股 17,500 17.50 正常 无变动 17,500 17.50 正常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法人股 3,250 3.25 质押 无变动 3,250 3.25 质押 

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法人股 2,250 2.25 质押 无变动 2,250 2.25 质押 

北京捷峰联众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普通法人股 2,250 2.25 正常 无变动 2,250 2.25 正常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普通法人股 2,250 2.25 质押 无变动 2,250 2.25 

质押、

冻结 

小计   100,000  1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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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比例 20.00%，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0%，长春一汽

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0%，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17.50%，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0%，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25%，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2.25%，北京捷峰联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25%，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2.25%。 

公司主要股东的控股股东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其持有一汽解

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41%股权，持有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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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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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9.62%股权，持有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股权，持有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4.93%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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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100.00%。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四）董事、监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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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9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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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9 月 4 日出任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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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非执行董事：欧爱民，男，1966年生，中共党员，2001年毕业于吉林

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

任职批准文号为：吉银保监复〔2020〕446号。历任一汽集团企管办科员、科长

助理、主任助理，一汽轿车股份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一汽大众汽车公司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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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副部长，一汽客车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一汽客车（成都）公司党委

书记、常务副总经理，一汽解放汽车公司、解放事业本部、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5）非执行董事：韩庭武，男，1964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2019

年 2月 13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 [2019]19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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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非执行董事：于森，男，1969年生，中共党员，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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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 日出任本公司

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复 [2020]189 号。历任一汽富维车轮分公司技

术员、副科长、主任、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副

部长、副厂长、副总经理，现任一汽富维零部件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7）独立董事：江崇光，男，1975年生，2016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博士研究生学历。2019年 11月 21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

吉银保监复[2019]719 号。历任海尔集团总裁办及本部总裁助理、事业部总经理，

新加坡 CKSP 集团董事、总经理，常青藤金融（新加坡）资深合伙人，中国社科

院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

书长、研究员；2016年到 2018年任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2017年至今任对外

经贸大学中国保险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博士后导师。 

（8）独立董事：孟生旺，男，1966年生，中共党员，1998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2019年 11月 21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

吉银保监复[2019]717 号。历任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天津财经

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中国人民大

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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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 

     2、监事会成员基本信息 

（1）监事会主席：杨虓，男，1973年生，中共党员，2000年毕业于长春税

务学院，取得本科学历，201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9

年 11月 21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吉银保监复[2019]720 号。历

任一汽二轿分厂销售、税金会计，一汽集团财控部成本、地税、预算管理主管，

价格室主任，会计室主任，一汽铸造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一汽解放汽车有

限公司财务控制部部长，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2）监事：佟琪鑫，男，1983 年生，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财务会计专业，

本科学历。2019 年 11 月 21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吉银保监复

[2019]721号。历任长春市华阳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会计、财务总监，吉林省

华阳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3）职工代表监事：崔璐，女，1989年生，201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企业管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9 年 11 月 21 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吉银保监复[2019]722号。历任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人力管理中心薪酬管

理岗，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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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高级管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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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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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公司高级管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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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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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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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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风控合规部部门负责人，总监。 

（6）总精算师：彭从友，男，1977年生，2004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国际

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9 年 11 月 21 日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

复文号为保监许可[2019]723号。历任辽宁科技大学外语系助教，永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精算部、车险部、计财部文员，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室

负责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与精算部精算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责任人，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

算师、首席风险官、财务负责人，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首席风

险官、合规负责人，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 

（7）财务负责人：彭从友，信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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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管理部授信审批员、鑫安

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审计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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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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9% 332.38% 

2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778,837,414.21 818,867,685.24 

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11.49% 332.38% 

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778,837,414.21 818,867,685.24 

5 保险业务收入 154,799,564.65 234,336,780.05 

6 净利润 -6,194,380.22 37,128,364.20 

7 净资产 1,191,233,022.77 1,213,395,9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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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280,375.49 3,157,953,567.02 

2 认可负债 1,975,179,131.41 1,986,705,111.76 

3 实际资本 1,147,101,244.08 1,171,248,455.26 

3.1 核心一级资本 1,147,101,244.08 1,171,248,455.26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                  -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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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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63,829.87 352,380,770.02 

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66,322,321.57 350,522,9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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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99,153.66 149,610,038.26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72,984,137.43 86,949,868.46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59,897,761.71 241,538,898.78 

1.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28,558,731.23 127,575,8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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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508.30 1,857,771.89 

1.3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2020 年 2 季度，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A；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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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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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8.32 分，声誉风险管理 8.10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98 分。2018 年至 2020

年，银保监会未对公司进行现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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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 2020 年市场乱象“回头看”工作效果，强化应收保费管控力度，开展

2021 年度重大风险评估，持续推进 2020 年内控评估工作，开展关联交易监

管系统上线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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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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51,859.28 18,980,1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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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8% 129.86% 

1 年内 177.55% 143.59% 

1 年以上 103.64% 1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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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43% 1306.09% 402.61% 2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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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