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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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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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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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5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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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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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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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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任我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皖银保监复[2020]3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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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董事长等职。 

3、陈  勇：男，汉族，197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2020年6月任我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投资

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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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国厚资产、徽商银行总行、安徽银监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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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子良：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高级经济师。2021年5月任我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皖银保监

[2021]88号。2020年12月任我公司总裁，任职批准文号皖银保监

[2020]304号。2020年10月任我公司党委书记。曾任安徽国元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等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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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兼任安

徽晨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等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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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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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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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曾任职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立案一庭副庭长、审判员等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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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兼任凯盛光伏材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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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安徽泽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蚌埠高华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职蚌埠市国运

运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9、林发祥：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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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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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险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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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点负责人、保险研究院院

长，安徽省保险学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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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沈保启：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新闻与传播业务硕士。

2021年5月任我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皖银保监复[2021]89号。

同时兼任北京合力兴邦传媒公司董事长、美中广东商会理事、中国欧洲

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企业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东方企业文化杂

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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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超平：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经济法学士。2021年5月

任我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批准文号皖银保监复[2021]87号。同时兼任北

京京安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青工委委员。 

（2）监事基本情况  

1、陈永健：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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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曾任职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EO、党委书记。 

2、罗贤辉：男，汉族，198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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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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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4、刘  毅：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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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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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张子良：简历参见董事部分。 

2、陈  勇：简历参见董事部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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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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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

我公司首席风险官等职。 

4、金国兴：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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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 

5、何晓竹：女，汉族，197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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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参见董事部分。 

7、张  松：男，汉族，196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中级经济师。2021年4 月任我公司副总裁，任职批准文号为皖银保监复

[2021]62号。曾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曾任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总经理等职。 

8、王宏林：男，汉族，197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理学硕士。20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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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我公司再保险部总经理、云南省分公

司总经理等职。 

9、包丽君：女，汉族，196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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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赵宏彦：男，汉族，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公共管理硕

士，高级工程师。2021年4 月任我公司总裁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皖银

保监复[2021]53号。曾任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副司长，汇有财

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等职。 

11、孙喜波：男，蒙古族，1981年8月出生，理学硕士，中国精算师

（非寿险）。2021年1月任我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皖银保监

复[2021]25号。曾任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师、精算业务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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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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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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44,199.49  -149,729,877.80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64.43% 69.40%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36,554,680.01  189,874,372.1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8.87% 138.80% 

保险业务收入   806,894,782.70         960,489,460.13  

净利润   -42,284,941.85  -41,098,591.93  

净资产   403,498,407.98  445,208,1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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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B类。 

三、实际资本 

单位：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5,371,214,228.11   5,366,806,300.26  

认可负债  4,761,616,469.11   4,687,597,800.46  

实际资本  609,597,759.00   679,208,499.8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304,798,879.50   339,604,249.90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304,798,879.50   339,604,2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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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43,078.99 489,334,127.70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70,736,470.29 486,948,082.10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411,965,403.36 411,118,321.69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47,401,911.03 79,925,971.50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115,664,890.57 116,523,465.37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04,295,734.67 120,619,676.46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306,608.70 2,386,0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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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附加资本  -     -    

五、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 

（一）我公司在2020年第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B类; 

（二）我公司在2021年第1季度风险综合评级评价中，被评定为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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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确定了2021年度风险偏好及容忍度，并据此进行了风险限额

的分解，同时，更新了关键风险指标库及各项指标预警范围。 

公司认真研究了偿二代二期工程第三轮测试规则，顺利完成了测

试任务，同时分析了监管规则变化给公司偿付能力指标带来的影响。 

为加强公司统计管理，更好的发挥统计工作的服务和监督作用，公

司成立了监管统计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有利于

强化公司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统计数据质量。同时，为了强化公司

内控合规管理，厚植合规文化，公司开展了“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活

动，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方案，明确了活动内容和具体要求，

旨在建立内控合规管理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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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方面，为加强再保临分管理，印发了《再保临分业务管理

办法》；为加强公司销售队伍管理，印发了《综合渠道销售人员管理办

法》、《车商渠道销售人员基本管理办法》、《公司渠道销售人员基本

管理办法》制度；为规范公司理赔印章管理，印发了《理赔印章管理办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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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3,959.42 -388,124,469.25 

综合流动比率（三个月内） 101.25% 134.01%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内） 100.64% 100.29% 

综合流动比率（一年以上） 112.95% 115.30%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一） 507.50% 392.78%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二） 233.23% 211.10%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2021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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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5%；1 年以内综合流动比率为 100.64%；1 年以上

综合流动比率为 112.95%。公司压力情景 1 流动性覆盖率为 507.50%；

压力情景 2流动性覆盖率为 233.23%，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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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季度，公司未受到监管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