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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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燕南路 17号国家高新

区科技金融产业园 1号楼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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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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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5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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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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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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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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正平：男，汉族，1973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金融学研究生。

2020年3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3号。曾任

职鸿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2、李厚文：男，汉族，1978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20年3月

任我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3号。同

时兼任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3、陈勇：男，汉族，1977年10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2020年6月任我公司副董事长，2020年5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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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京银保监复[2020]279号；2020年3月任我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135号、136号。同时兼任安徽省征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曾任徽商银行总行董事会办公室经理、上市办经

理，国厚资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执行总裁等职。 

4、张路:男，汉族，1982年10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20年3月任我

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11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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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兼任山东高速（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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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 

5、王杰：男，汉族，1960年3月出生，工程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2020年3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11]1571号。同时

兼任上海莲申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6、李家宏：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律硕士。2020

年3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3号。同时兼任

安徽皖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曾任职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处级审判员等职。 

7、张杰：男，汉族，198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

2020年3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3号。同时

就职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兼任凯盛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安徽泽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曾任职蚌埠市国运运输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 

8、林发祥：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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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产险[2007]1430号。同时兼任

北京林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9、林瑶珉：男，汉族，196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2020年3月任我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2号。

同时兼任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职北京燕梳新青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顾问。 

10、李加明: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民革成员，经济学硕士。

2020年3月任我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112

号。同时兼任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安徽省保险学会副会

长等职。 

11、潘强：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研究生，经济学硕士。2020

年3月任我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2号。同时

兼任松海资本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曾任职花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

部董事；东海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12、张琳：女，汉族，1963年3月出生，民盟盟员，管理学博士。

2020年3月任我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112号。

同时兼任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保险系教授，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

研究所所长；吉祥人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监事基本情况  

1、陈永健：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项目管理硕士。2020年2月

任我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98号，现任我公司监事

会主席。同时兼任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曾

任职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EO、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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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贤辉：男，汉族，1988年10月出生，会计学学士。2020年2月

任我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98号。同时兼任莲花健

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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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任我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保监产险

[2012]687号。同时兼任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刘毅：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20年2月任

我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98号。同时兼任我公

司财务部总经理。曾任职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湖北省

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湖北长投平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

经理。 

5、彭潇潇：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管理学硕士。2020年2月

任我公司职工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京银保监复[2020]98号。同时兼任我

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曾任职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张子良：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我公司临时负责人。曾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委员、

党委副书记，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国元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安徽

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等职。 

2、陈  勇：男，汉族，1977年10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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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2020年6月任我公司副董事长，2020年5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

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279号；2020年3月任我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135号、136号。同时兼任安徽省

征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曾任徽商银行总行董事会办公室经理、上市

办经理，国厚资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执行总裁

等职。 

3、廖建光：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2014年5月任我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425号；

2014年6月任我公司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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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首席风险官。 

4、金国兴：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

师。2014年10月任我公司副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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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等职。 

5、何晓竹：女，汉族，1976年1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16年4

月任我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产险[2015]463号；2018年3月

兼任我公司审计责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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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总裁助理等职。 

6、张  路：男，汉族，1982年10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20年3月

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113号；2019年12月

任我公司副总裁、首席风险官，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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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19年10月任我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同时兼任山东高速（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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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 

7、王宏林：男，汉族，1976年9月出生，银行及金融专业理学硕士。

2018年2月任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138号。

曾就职中国银行总行银行卡中心、原中国保监会，曾任我公司再保险部

总经理、云南省分公司总经理等职。 

8、杨  茁：男，汉族，1974年7月出生，工学学士。2020年3月任

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2020]135号；2020年1月

任我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曾任原生命人寿信息中心副总经理，兼任

数据管理部总经理、生命资产管理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天安财险信

息技术总监，兼任信息技术管理部总经理等职。 

9、包丽君：女，汉族，1964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2020年5月任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京银保监复

[2020]280号。曾任中国大地保险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中银保险浙江

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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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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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92,033,037.12 -36,461,472.5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78.87% 91.82%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51,504,404.61 372,900,945.0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57.74% 183.64% 

保险业务收入  936,483,604.45   903,237,505.47   

净利润  -64,807,305.02   -11,793,434.81  

净资产  516,543,776.94   584,762,2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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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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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352,677.54 5,874,316,658.24 

认可负债 5,222,277,794.08 5,055,591,823.10 

实际资本 687,074,883.46 818,724,835.14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343,537,441.73 409,362,417.57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343,537,441.73 409,362,4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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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70,478.85 445,823,890.09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33,446,590.56 443,650,005.07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80,932,746.22 383,092,376.9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9,340,249.80 28,278,003.46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36,447,380.90 135,977,917.40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93,273,786.36 103,698,292.7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123,888.29 2,173,885.02 

附加资本  -     -    

五、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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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公司在2020年第1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B类。 

（二）我公司在2020年第2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C类,       

主要受公司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在2季度末出现暂时性下降影响。公司各

项经营活动均正常，现金流入可以满足未来支出。3季度，公司的现金

流、综合流动比率和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均得到大幅度改善。公司将严格

按照偿二代的要求，检视公司流动性风险及其他风险管理管理工作中

的不足，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测管理，开展流动性风险应急演练，确保公

司流动性风险在健康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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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为有效提升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质量，公司

修订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长

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构组织架构管理办法》等多项管理制度和

办法，并开展了公司制度梳理更新工作，从业务管理、渠道管理、关联

交易管理、定价管理等各方面提高风险管控水平。 

同时，公司响应监管号召，在公司开展了重点风险排查工作，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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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有重要意义；公司开展了关于流动性风险管控的

应急演练，进一步加强了公司流动性管理，提高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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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392,745.19 -1,079,272,305.88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内） 116.37% 115.05%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内） 108.55% 99.66%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105.57% 127.22%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348.65% 77.82%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220.52% 37.06%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20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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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内

综合流动比率为116.37%；1年以内综合流动比率为108.55%；1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为105.57%。三季度公司压力情景1 流动性覆盖率为

348.65%；压力情景2流动性覆盖率为220.52%，该三项指标均达到监

管指标要求。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2020年3季度，公司未受到监管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