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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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54 亿元人民币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号： E10151VBJ 

开业时间： 20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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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08.00 27.22     88,508.00 27.22 

社会法

人股 
236,646.00 72.78     236,646.00 72.78 

外资股           - - 

其他           - - 

合计 325,154.00 100       325,15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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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3,000 31.68% 

2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60,000 18.45% 

3 长安保证担保有限公司   28,600 8.80% 

4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27,508 8.46% 

5 上海莲申房地产有限公司   27,508 8.46% 

6 泰山金建担保有限公司   15,600 4.80% 

7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14,690 4.52% 

8 北京林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226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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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12,226 3.76% 

10 苏州市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1,820 3.64% 

11 大连运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12 1.88% 

12 厦门华融集团有限公司   1,222 0.38% 

13 淮安市财发担保有限公司   1,222 0.38% 

14 苏州诚泰金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22 0.38% 

15 苏州东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98 0.37% 

16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国有 1,000 0.31% 

合计    325,1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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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阎波：男，汉族，1969年11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英国

皇家特许保险学会会员，中共党员。2014年4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26号。2013年8月任我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3]102号。2016年12月

任我公司党委副书记，任职批准文号为东社委发[2016]48号。 

2、刘智：男，汉族，1955年5月出生，硕士，教授，中共党员。2012

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08]363号。2016年12月任我公司党委书记，任职

批准文号为东社委发[2016]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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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翔：男，汉族，1964年6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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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590号。2014年8月任我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4、王杰：男，汉族，1960年3月出生，本科，学士，高级工程师。

上海莲申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副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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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林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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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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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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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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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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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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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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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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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硕士，研究生。2012年

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07]1430

号。曾任我公司董事会秘书，保监发改[2010]461号。  

11、刘小峰：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工程硕士，研究生，中共

党员。2012年6月任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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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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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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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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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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廖建光：男， 1972年10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2018年6月任长安保险临时负责人；2014年6月任长安保险财务负

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8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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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副总裁、首席风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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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国兴：男，1964年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2014

年10月任长安保险副总裁，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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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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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何晓竹：女，1976年1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16年4月任

长安保险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5]463号；2018年3月

兼任长安保险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276号。

曾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高级经理；长安保险总裁助

理。 

4、张路：男，1982年10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19年12月任长安

保险副总裁、首席风险官，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19]1113

号；2019年10月任长安保险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兼任信保风险管理部

总经理。曾任民生银行交通金融事业部风险经理；国厚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风险部总经理。 

5、高明：男，1970年3月出生，工学学士。2017年6月任长安保险

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54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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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宏林：男，1976年9月出生，银行及金融专业理学硕士。

2018年2月任长安保险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138

号。曾任中国银行总行银行卡中心风险控制经理；原中国保监会财产

保险监管部主任科员；长安保险再保险部总经理、云南省分公司总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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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卞卫东：男，1967年11月出生，历史学学士。2012年12月任长

安保险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2]1483号。曾任阳光

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办主任、董事；长安保险办公室主

任、董办主任。 

8、陈勇：男，1977年10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2019

年12月16日任长安保险董事会秘书临时负责人，2019年11月任长安保

险投资总监。曾任国厚资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战略投资与发展部总经理。 

9、刘涛，男，1973年10月出生，金融学博士。2019年12月16日任长

安保险合规临时负责人，2019年11月任长安保险合规总监。曾任原中国

保监会政策研究室金融研究处副处长；长安保险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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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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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11,228.68 -90,457,277.8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92.82% 83.49%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400,894,648.69 366,945,138.7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85.64% 166.98% 

保险业务收入  639,309,903.04    704,558,955.44  

净利润  10,793,038.60    -14,654,4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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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616,407,171.41    624,986,3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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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C类。   

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5,684,368,031.48 5,909,628,786.07 

认可负债 4,815,356,276.74 4,994,823,952.77 

实际资本 869,011,754.74 914,804,833.3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434,505,877.37 457,402,416.65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434,505,877.37 457,402,4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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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17,106.05 547,859,694.54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65,834,516.92 545,188,272.01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77,703,801.17 402,279,804.11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74,523,847.94 153,217,542.01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44,211,727.31 164,821,629.4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30,604,859.50 175,130,703.5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282,589.13 2,671,422.53 

附加资本  -     -    

五、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 

（一）我公司在2019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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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C类。 

2019年第2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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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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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银保监会已批复同意公司的增加注册资本，公司资本金增

加至32.5亿元，核心资本、实际资本大幅增加，偿付能力得到恢复，

化解了公司的偿付能力阶段性不足风险。2019年11月1日，中国银保

监会下发了解除长安责任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正式解除了因公司偿

付能力不足而对其采取的包括停止接受部分新业务、停止增设分支机

构等监管措施。 

2019年第3季度公司风险综合评级得到改善，被评定为C类。公司将

按照偿二代的要求，积极检视风险管理工作中的不足，完善风险管控措

施，持续提升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水平，切实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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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理制度流程建设方面，公司印发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资金运用授权管理办法》和《长安责任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风险分类

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健全了公司资金运用管理制度；公司为规范公司

中介渠道业务管理，完善公司中介渠道业务合规监督，制定了《长安责

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介渠道业务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同时为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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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工作，有效预防洗钱及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公

司制定了《长安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洗钱风险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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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38,178.65 -1,425,018,142.01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内） 155.29% 197.50%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内） 95.65% 90.18%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122.41% 138.55%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143.62% 170.85%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115.27% 132.18%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19年5月末，公司增资款全部到账，公司及时向银保监会上报了

增加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申请。2019年8月5日，银保监会批复同

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随着银保监会批复，增资后我司

实收资本大幅增加，流动性资产相应得到大幅提升。 

同时，2019年公司一直在不断加强追偿资产的处置和转让力度，加

快资金回流，随着信保业务保险责任的到期，信保业务赔款支出对公司

流动性影响已大幅下降，信保业务流动性风险可控；2019年健康险业务

赔付较高，公司提前做好了赔款资金支付计划，确保了赔款的及时支付，

赔款上升并未对公司的流动性造成太大的影响。 

4季度，公司按照“偿二代”的监管要求，定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

资金流入流出总量及盈余(缺口)进行预测。目前，公司3个月内综合流

动比率为155.29%；1年以内综合流动比率为95.65%；1年以上预期综合



 
   

12 
 

流动比率为122.41%。公司通过对净现金流、综合流动比率等指标的计

量和监测分析，提前识别流动性风险产生的可能，并及时提出流动性风

险的预处理方案。同时公司会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评估体系，持续做

好流动性预测，确保流动性风险在公司可承受范围之内。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2019年4季度，公司未受到监管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