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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628                                   公司简称：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股票代码：601628） 

 

一、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公司董事长王滨先生、主管财务工作的副总裁黄秀美女士、总精算师利明光先生及

财务机构负责人胡锦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计（百万元） 3,874,719 3,726,734 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合计（百万

元） 
413,715 403,764 2.5%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4.36 14.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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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百万元） 125,309 111,765 12.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4.43 3.95 12.1% 

营业收入（百万元） 337,772  312,226  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17,090  26,034  -3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百万元） 
17,120  26,045  -34.3%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元/股） 0.60 0.92 -3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0  0.92  -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7.74 
下降 3.50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5 7.75 

下降 3.50 个

百分点 

注： 在计算“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变动比率时考虑

了基础数据的尾数因素。 

 

2020年第一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本公司紧紧围绕“重振国寿”战略部署，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公司业务

发展，积极稳健推进各项工作，核心业务实现稳步增长，市场地位保持领先，发展态势良

好。一是价值和业务稳中有进。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人民币3,077.76亿

元，同比增长13.0%。首年期交保费达人民币760.56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十年期及

以上首年期交保费达人民币253.69亿元，同比增长2.1%。续期保费达人民币1,983.26亿元，

同比增长11.2%。短期险保费达人民币328.16亿元，同比增长23.9%。本报告期内，公司保

障型业务保持较快增长，特定保障型产品保费占首年期交保费的比重同比提升2.2个百分

点。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8.3%。退保率为0.28%，同比下降0.34个百分点。二是销售队伍

量升质稳。围绕“重振国寿”战略部署和“双心双聚”战略内核，本公司于2019年启动了

“鼎新工程”，初步形成“一体多元”发展体系。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销售队伍总人

力超过200万。队伍质态持续提升，大个险月均有效销售人力同比增长18.4%。三是科技赋

能成效显著。疫情期间，本公司积极开展线上业务拓展；借助国寿大健康、中国人寿寿险

                             
1 保费收入与利润表中的保险业务收入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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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等线上平台，推出7×24小时“空中客服”，为客户提供快捷理赔、线上投保、电子保

单等多项服务，满足客户服务需求；此外，积极开展线上增员和队伍经营，搭建各类直播

分享平台，强化在线训练和会议运作等。四是资金配置策略更加贴合市场变化。截至本报

告期末，本公司投资资产达人民币36,761.51亿元，较2019年底增长2.8%。本公司灵活安

排固定收益类投资配置节奏和久期策略，同时，在控制权益风险敞口的前提下，发挥长期

资金优势把握权益市场波动布局核心资产。2020年第一季度，在A股市场下跌、市场利率

大幅下行的背景下，本公司实现总投资收益2人民币454.53亿元，总投资收益率3为5.13%，

较权益市场大幅上涨的2019年同期仅下降158个基点；净投资收益4达人民币380.76亿元，

净投资收益率
5
为4.29%，同比下降2个基点。五是众志成城抗击疫情。2020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本公司主动向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等赠送新冠肺炎保险

保障，覆盖人群超过250万人；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赔付达

人民币2,320.14万元，其中针对一线抗疫医护人员赔付人民币1,079.44万元。 

本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70.90 亿元，同比下降 34.4%。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72.15%和

281.57%。 

下一步，本公司将继续认真落实国家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指示，围绕“重振国寿”

战略部署，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生产单元为重心，聚焦价值，聚焦大个险”战略内核，

坚持“重价值、强队伍、稳增长、兴科技、优服务、防风险”经营方针，扎实推进公司变

革转型，在价值创造、队伍建设、改革创新、科技赋能、风险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

推进“重振国寿”取得新进展。 

 

 

 

 

                             
2
 总投资收益=净投资收益+投资资产买卖价差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资产资产减值损失  
3
 总投资收益率={[(总投资收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上年末投资资产-上年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上年末

衍生金融负债+期末投资资产-期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期末衍生金融负债)/2)]/91}×366。 
4
 净投资收益主要包含债权型投资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收入、股权型投资股息红利收入、贷款类利息收入、投资性房地

产净投资收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净投资收益等。 
5
 净投资收益率={[(净投资收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上年末投资资产-上年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期末投

资资产-期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2)]/9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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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1-3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0  

对外捐赠 (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7) 

所得税影响数 10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 

合计 (30) 

说明：本公司作为保险公司，投资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为主要经营业务之一，非经

常性损益不包括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A 股股东 126,496 户 

H 股股东 27,058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68.37% 19,323,530,000 - -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5.92% 7,325,231,013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6% 723,937,634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2% 119,719,90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2% 61,813,182 - -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添富牛 5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5% 15,015,8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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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5% 13,478,009 - -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04% 12,400,000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赢科

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4% 11,360,239 - -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04% 10,031,708 - - 

股东情况的说明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其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其他香港中央结算系

统参与者持有。因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有关规则并不要求

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HKSCC 

Nominees Limited 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2.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添富牛 53 号资产管理计

划的资产托管人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3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资产总计 3,874,719 3,726,734 4.0% 
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资产的

累积 

负债合计 3,455,216 3,317,392 4.2%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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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股东权益合计 
413,715 403,764 2.5% 本报告期盈利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 21,130  33,337  -36.6% 

受传统险准备金折现率假设

更新及总投资收益下降的综

合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090  26,034  -34.4% 

受传统险准备金折现率假设

更新及总投资收益下降的综

合影响 

 

（2）会计报表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72,038  55,082  30.8% 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1,305  4,467  600.8% 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应收保费 61,943  17,281  258.4% 续期保费的累积效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3,700  118,088  -46.1% 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0,024  13,001  130.9% 
短期险业务规模增长及业务

序时进度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51,729 38,940 32.8% 权益类资产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411) 13,945 不适用 

受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市

值波动影响 

退保金 7,740 15,019 -48.5% 部分产品退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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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4,569 25,806 34.0% 
公司业务增长及结构优化，

期交业务佣金增加 

所得税费用 3,760 7,116 -47.2% 公司利润同比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A股上市前（截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组设立

公司时投入至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共 4 宗、总面积为

10,421.12 平方米；投入至公司的房产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房产共 6 处、建筑面

积为 8,639.76 平方米。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诺：自公司A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协助公司完成上述 4 宗土地和 6 处房产的权属变更手续，如届

时未能完成，则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截至本报告期末，除深圳分公司

的 2 宗房产及相应土地因相关产权划分不清的历史原因暂未完成产权登记外，其余土地、

房产权属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公司深圳分公司持续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

的房产及相应土地，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司使用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何质疑或阻

碍。 

深圳分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已向原产权人的上级机构就办理物业确权事宜发函，请

其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请国资委确认各产权共有人所占

物业份额并向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情况，以协助本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办

理产权分割手续。 

鉴于上述 2 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由产权共有人主导，在权属变更办理

过程中，因历史遗留问题、政府审批等原因造成办理进度缓慢，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

保险（集团）公司重新作出承诺如下：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将协助本公司，并敦促

产权共有人尽快办理完成上述 2 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手续，如由于产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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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原因确定无法办理完毕，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将采取其他合法可行的措施妥

善解决该事宜，并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本公司带来的损失。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 滨 

2020年 4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