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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一）公司信息和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 

公司名称：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Chang An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nce Co. Ltd. 

法定代表人： 阎波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化北里 1号长保大厦 

注册资本： 16.2154亿元人民币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号： E10151VBJ 

开业时间： 2007-11-1 

经营范围： 

 

 

 

 

 

 

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财产损失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 北京、山东、湖南、福建、江苏、浙江、

湖北、安徽、上海、河南、宁波、厦门、

青岛、云南、宁夏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  

联系人姓名： 陈玮 

办公室电话： 010-57051707 

移动电话： 13501367791 

电子信箱： chenwei@eca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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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结构、股东及其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 
出资额 

占比 
（%） 

股
东
增
资 

公积金
转增及
分配股
票股利 

股权 
转让 

小
计 

股份或 
出资额 

占比 
（%） 

国家股 - - - - - - - - 

国有法人股 28,508.00 17.58     28,508.00 17.58 

社会法人股 133,646.00 82.42     133,646.00 82.42 

外资股 - -     - - 

其他 - -     - - 

合计 162,154.00 100.00     162,154.00 100.00 

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

目中填列股权数额（单位：万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保险公

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持有的股权；

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

自己的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国有企业

或事业及其他单位持有的股权。 

2、股东（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万股或万

元） 
持股

比例

排序  

股东名称  
股东

类别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 长安保证担保有限公司    28,600 17.65 

2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27,508 16.96 

3 上海莲申房地产有限公司    27,508 16.96 

4 泰山金建担保有限公司    15,600 9.62 

5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14,690 9.06 

6 北京林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226 7.54 

7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226 7.54 

8 苏州市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1,820 7.29 

9 大连运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12 3.77 

10 厦门华融集团有限公司    1,222 0.75 

11 淮安市财发担保有限公司    1,222 0.75 

12 苏州诚泰金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22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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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比例

排序  

股东名称  
股东

类别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3 苏州东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98 0.74 

14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国有  1,000 0.62 

合计    162,154 100.00 

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11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4人、非执行董事5人，

独立董事2人。 

职别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任职时间 保监会核准文号 

执行董事 阎  波 1969.11 研究生 2013.08.22 保监许可[2014]326 号 

执行董事 刘  智 1955.5 研究生 2008.3.27 保监产险[2008]363 号 

非执行董事 陈  翔 1964.6 本科 2014.7.8 保监许可[2014]590 号 

非执行董事 王  杰 1960.3 本科 2011.10.8 保监产险[2011]1571 号 

非执行董事 林发祥 1964.2 专科 2007.11.12 保监产险[2007]1430 号 

非执行董事 郦  明 1955.6 本科 2007.11.12 保监产险[2007]1430 号 

非执行董事 左松林 1964.5 研究生 2011.10.8 保监产险[2011]1571 号 

独立董事 张俊才 1947.12 专科 2008.6.19 保监产险[2008]771 号 

独立董事 刘李胜 1953.11 研究生 2013.3.20 保监产险[2013]206 号 

执行董事 兰  嫣 1964.7 研究生 2007.11.12 保监产险[2007]1430 号 

执行董事 刘小峰 1971.6 研究生 2012.6.12 保监产险[2012]687 号 

1、阎波：男，汉族，1969年11月出生，武汉大学生物系遗传学专

业毕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英国皇家特许保险学会会员，中共党员。

曾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我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党委副书记，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许可[2014]3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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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智：男，汉族，1955年5月出生，硕士，教授，中共党员，毕

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专业。北京市东城区党代表、区政协

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现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08]363号。  

3、陈翔：男，汉族，1964年6月出生，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硕士，

中共党员。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我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任

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590号。  

4、王杰：男，汉族，1960年3月出生，本科、学士，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上海莲申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我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及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1]1571号。  

5、林发祥：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大专，工程师，中共党员，

毕业于现代管理大学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北京林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现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提名薪酬委员会及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07]1430号。  

6、郦明：男，汉族，1955年6月出生，本科、学士，工程师，中共

党员，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苏州市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苏州工商联房地产业商会副会长。现任我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产险[2007]1430号。  

7、左松林：男，汉族，1964年5月出生，博士，中共党员，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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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我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风险管理委员会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任职

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1]1571号。  

8、张俊才：男，汉族，1947年12月出生，大专，高级经济师，中

共党员，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附属函授学院党政管理专业。曾任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现任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及提名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08]771号。  

9、刘李胜：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博士后，中共党员，毕

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系，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会

员，国家人事部授予的经济学博士后，南开大学研究员、教授，香港注

册财务策划师。先后任中国证监会国际业务部、政策研究室、培训中心、

长江三峡总公司（中央组织部派赴挂职）、中国证监会国际业务部调研

员、处长、副巡视员、副主任等职。现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二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

[2013]206号。  

10、兰嫣：女，汉族，1964年7月出生，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货币银行学专业，复旦大学工程硕士。现任我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07]1430

号，保监发改[2010]461号。  

11、刘小峰：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研究生，中共党员，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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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于四川大学管理学院工程硕士。曾任长安保证担保有限公司副总裁、

党委委员。现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工会主席，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按规定成立了监事会，共有9位监事如下： 

姓名  类别  职务  代表股东  备注  

杨润时  职工监事  监事长      

姚运善  股东监事  副监事长  大连运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连凤  外部监事  副监事长      

顾鹤雅  外部监事  副监事长      

陈耀武  股东监事  一般监事  淮安财发担保有限公司    

骆  峰  股东监事  一般监事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邓新汉  股东监事  一般监事  泰山金建担保有限公司    

国双伟  职工监事  一般监事    办公室副总经理  

耿  烈  职工监事  一般监事      

1、杨润时：男，汉族，1944年10月出生，研究生，硕士，中共党

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现任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2、王连凤：汉族，1951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毕业于北京市总工

会职工大学工业会计,曾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现任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副主席，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

号。  

3、顾鹤雅：女，汉族，1955年3月出生，在职研究生，毕业于华东

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曾任太保产险公司风险控制中心总经理。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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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副主席，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4、姚运善：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本科，毕业于辽宁大学

工业经济专业，任大连运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现任我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副主席，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5、骆峰：男，汉族，1977年5月出生，研究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任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我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一般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6、邓新汉：男，汉族，1968年12月出生，本科，毕业于西安二炮

工程学院总体发动机专业，任泰山金建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我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一般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7、陈耀武：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毕业于江苏省

农垦职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任淮安财发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一般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687号。  

8、国双伟：女，汉族，1976年11月出生，本科，毕业于河北经贸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先后在长安保证担保公司办公室、信息档案室任职。

现任我公司办公室副总经理，第二届监事会一般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产险[2012]687号。  

9、耿烈：男，汉族，1977年7月出生，研究生，硕士，毕业于澳大

利亚拉筹伯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曾任我公司创新业务部总经理。第二届

监事会一般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2]860号。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职称 专业和学历 任职时间 

廖建光 临时负责人、 高级会计师 工商管理、硕士 临时负责人：2018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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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职称 专业和学历 任职时间 

财务负责人、 

首席风险官 

财务负责人：2014年 6月 3日 

首席风险官：2016年 8月 3日 

金国兴 副总裁 经济师 金融学、本科 2014 年 10月 20日 

何晓竹 
副总裁、 

审计责任人 

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 
工商管理、硕士 

副总裁：2016年 4月 21 日 

审计责任人：2018年 3月 8日 

高  明 总裁助理 副教授 内燃机、本科 2017 年 6月 9日 

王宏林 总裁助理 无 银行金融、硕士 2018 年 2月 1日 

卞卫东 总裁助理 高级政工师 历史学、本科 2012 年 12月 31日 

刘  伟 合规负责人 
律师、经济

师 
法律、本科 2013 年 2月 4日 

王秀瑜 精算责任人 中国精算师 金融学、硕士 2013 年 7月 10日 

1、廖建光：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

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公司、江苏分公司财务

部经理；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企划部

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

我公司临时负责人、财务负责人、首席风险官，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4]480号。   

2、金国兴：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我公司

副总裁，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860号，

浙保监许可[2014]2519号。 

3、何晓竹：女，汉族，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高级经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我公司副总裁、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产险[2015]463号，保监许可[2018]276号。  

4、高明：男，汉族，197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曾任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重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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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车险运营部总经理。

现任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549号。  

5、王宏林：男，汉族，197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银行及金融专

业理学硕士。曾任中国银行总行银行卡中心风险控制经理；中国保监会

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科员；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再保险部总经

理、云南省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8]138号。  

6、卞卫东：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历史学学士。

曾任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办主任、董事；长安责任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办主任。现任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1483号。  

7、刘伟：男，汉族，195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曾在

司法部纪检组工作，先后任中国国际律师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北京商

品交易所法律部主任，首创证券有限公司法律审计部主任，北京兴宏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我公司合规负责人、法律责任人，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法规[2013]9号、保监产险[2010]949号。  

8、王秀瑜：女，汉族，1983年2月出生，硕士，中共党员，中国精

算师，青岛大学金融学专业。曾任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精算助理，阳

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精算分析师。现任我公司精算责任人，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3]8号。 

（4）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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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或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子企业       

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10000 0  100％ 0 

二、主要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670,014,361.24 -1,593,669,163.2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22.27% -162.6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670,014,361.24 -1,593,669,163.2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22.27% -162.65% 

保险业务收入   819,447,618.54     695,233,220.04  

净利润   -52,995,013.42       1,760,539.03  

净资产  -984,257,673.24    -758,200,420.37  

最近一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保监会最近一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我公司在银保监会2019年第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D类。   

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5,799,465,667.68 4,422,538,512.23 

认可负债 6,951,277,483.35 5,409,442,004.08 

实际资本 -1,151,811,815.67 -986,903,491.85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151,811,815.67 -986,903,491.85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518,202,545.57 606,765,671.37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515,675,734.47 603,807,016.99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414,685,670.14 499,584,051.0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99,339,796.89 101,301,9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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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47,609,082.86 162,805,818.6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45,958,815.42 159,884,771.9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526,811.10 2,958,654.38 

附加资本  -     -    

五、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 

（一）我公司在2018年第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D类。 

（二）我公司在2019年第1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D类。 

2018年4季度、2019年1季度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均不达标，可资本化风险评价得0分，导致公司风险综合评级

的结果为D。 

针对公司阶段性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管理

层高度重视，已积极推进增资扩股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公司按

照偿二代的要求，检视风险管理工作中的不足，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切

实为公司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保障。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估得分 

2017年8月，保监会SARMRA评估小组莅临公司，对公司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79.02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

境16.54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7.52分，保险风险管理7.82 分，市场

风险管理7.53 分，信用风险管理7.70分，操作风险管理7.76分，战略

风险管理8.48分，声誉风险管理8.05分，流动性风险管理7.63分。 

（二）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实施进展情况                                 

本季度，公司积极推进增资扩股工作，增资文件已上报监管机构，

等待审批。在风险管控上，公司不断优化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强化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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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管理，规范了理赔人员管理，明确了总公司绩效考核方法，提高

了公司管理水平。同时，公司开展了 1 季度关键风险指标监测、非法集

资风险排查整治活动和车险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对风险及时预警，针对

预警指标制定改进措施，规范经营活动，防范和化解风险。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净现金流  1,737,714,901.90   -24,886,221.87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内） 77.71% 30.96%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内） 65.61% 35.40%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122.72% 161.66%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110.55% 83.16%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73.95% 52.20%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 2019 年 2 季度流动性较 2019 年 1 季度有所改善。2019 年 2

季度公司通过采取出售投资产品，加强成本管理，加大信保业务追偿资

产处置和转让力度等措施，公司流动性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同时，公司

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评估体系，定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资金流入流

出总量及其盈余(缺口)进行预测，通过对净现金流、综合流动比率和流

动性覆盖率等指标的计量和监测分析，提前评估流动性风险产生的可

能性，并提出流动性风险预处理方案，确保流动性风险在公司可承受范

围之内。另外，公司增资成功后，流动性问题将得到较好解决。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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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5月收到中国银保监会监管措施决定书（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19〕10号），在已被采取监管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两项

监管措施： 

一、责令公司限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的薪酬（税前）应在 2018 年度实际支付

薪酬金额（税前）基础上进行下调,下调幅度不得低于 20%，其中董事

长和总经理的下调幅度应高于平均值。 

二、责令公司上海、山东、河南及宁波 4 个省（市）级分支机构停

止接受责任险新业务。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针对偿付能力阶段性不足的问题，进一步

加大力度积极推进增资扩股工作。 

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增资扩股

16.3亿元方案。目前，增资款已到账，增资申请文件已上报监管机构，

正在监管机构审批中。增资批复后，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将得以扩大，偿

付能力充足率将会显著提升，并达到监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