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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摘要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2022年

第1季度

注：

本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印发的《保险
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中国银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部关于明确人身保险公司实施<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5号：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过渡期政策的通知》相关规定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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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和报告联系人

公司中文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袁长清（代行职责）1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注册资本（营运资金）： 人民币282.65亿元

保险机构法人许可证号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000005号

开业时间：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业务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
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
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报告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中国”）

联系人姓名： 何铮

联系人办公室电话： 010-63631371

联系人移动电话： 13671210021

联系人电子信箱： c-rossinfo@e-chinalife.com

1 2022年1月13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推举非执行董事袁长清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
表人职责，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新任董事长任职生效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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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合规，并对我们的保
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一） 各位董事对季度报告的投票情况

董事姓名 赞同 否决 弃权

苏恒轩 √

利明光 √

黄秀美 √

袁长清 √

王军辉 √

汤欣 √

梁爱诗 √

林志权 √

翟海涛 √

合计 9

（二） 是否有董事无法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规性或对此存在
异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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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一） 股权结构和股东、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 股权结构及其变动
单位：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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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 2,082,353 73.67 – – – – 2,082,353 73.67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744,118 26.33 – – – – 744,118 26.33

合计 2,826,471 100.00 – – – – 2,826,471 100.00

注： 目前股东信息查询平台没有按照“国有股、社团法人股、外资股、自然人股”分类统计股
东类别的功能，公司按照年度报告中的股本结构统计口径披露。

2. 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与实
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68.3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財政部

9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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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十大股东（按照股东期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本期内持股数量
或出资额变化

本期末的持股
数量或出资额

本期末的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 1,932,353 68.37% –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8 732,821 25.93%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 70,824 2.51%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 11,717 0.41%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74 4,937 0.17%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富邦中证 

保险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71 2,305 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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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2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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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1,152 0.04% –

李卓 境内自然人 70 1,023 0.04%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国有法人 – 1,000 0.04% –

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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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联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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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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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5. 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二） 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 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 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苏恒轩 1963年2月 管理学博士 自2018年12月开
始担任执行董
事职务，自2019

年4月开始担任
总裁职务

执行董事、 

总裁
银保监许可
〔2018〕562号

银保监许可
〔2019〕401号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副总裁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自2018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
执行董事。自2019年4月起担
任本公司总裁。自 2017年12

月起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副总裁。自 2020年9

月起担任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15年3月至2018

年2月，担任中国人寿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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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利明光 1969年7月 经济学硕士、高
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

自2019年8月
开始担任执行
董事职务，自
2014年11月开
始担任副总裁
职务，自2012年
3月开始担任总
精算师职务，
自2017年6月开
始担任董事会
秘书职务

执行董事、 

副总裁、
总精算师、 

董事会秘书

京银保监复
〔2019〕635号

保监许可〔2014〕
918号

保监寿险〔2012〕
187号

保监许可〔2017〕
664号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自2019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
执行董事，自 2014年11月起
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自 2012

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
师，自2012年5月起担任中国
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精算师，自2017年6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秀美 1967年6月 本科 自2021年7月开
始担任执行董
事职务，自2020

年5月开始担任
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职务

执行董事、 

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京银保监复
〔2020〕232号

京银保监复
〔2020〕261号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

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自2021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
执行董事。自2020年5月起担
任本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
人。自 2021年6月起担任中
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自2021年3月起担任远洋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自
2021年2月起担任中国人寿富
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2018年至2021年期间担
任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2016年至2020

年期间担任中国人寿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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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袁长清 1961年9月 工商管理硕士 2018年2月 非执行董事 保监许可〔2018〕
196号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副董事长、总裁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名誉理事长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副会长

自2018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非
执行董事。现任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裁。2015年4月
至2017年5月担任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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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王军辉 1971年7月 财政学博士 2019年8月 非执行董事 京银保监复
〔2019〕635号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首席投资官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总裁、董事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世贸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
限公司董事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
协会会长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常
务理事

自2019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非
执行董事。自2016年8月起担
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首席投资官、中国人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自 2020

年6月就任中国人寿保险（海
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自
2016年9月起担任中国人寿
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自2016年12月起担
任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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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汤欣 1971年9月 法学博士 2016年3月 独立董事 保监许可〔2016〕
150号

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
心主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委员会委员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
立董事委员会主任委
员

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
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基金业协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委员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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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梁爱诗 1939年4月 法学硕士 2016年7月 独立董事 保监许可〔2016〕
717号

姚黎李律师行顾问 

律师

霍英东铭源发展有限
公司顾问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自2016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林志权 1953年4月 高级会计学文凭 2021年6月 独立董事 银保监复〔2021〕
503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陆氏集团（越南控股） 
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自2021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翟海涛 1969年1月 国际关系、工商
管理硕士

2021年10月 独立董事 银保监复
〔2021〕778号

春华资本集团总裁、
创始合伙人

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银联集团全资
子公司）独立董事

自2021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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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事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贾玉增 1962年6月 工商管理硕士 2018年7月 监事会 

主席
银保监许可
〔2018〕562号

中国保险学会常务 

理事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

自2018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
监事会主席。2013年至2018

年期间，担任中国人寿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曹青杨 1963年5月 经济学博士 2019年7月 职工代表
监事

京银保监复
〔2019〕492号

自2019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
监事。自2011年2月起担任本
公司产品开发部总经理。

王晓青 1965年10月 工学学士 2019年12月 职工代表
监事

京银保监复
〔2019〕1110号

　 自2019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
监事。自2018年4月起先后
担任本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
经理、总经理。2016年5月至
2018年4月期间担任本公司西
藏自治区分公司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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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来军 1964年5月 大学本科 2021年10月 职工代表
监事

银保监复
〔2021〕778号

　 自2021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
监事。自2021年5月起担任
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2015年至2021年期间，先后
担任本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主
要负责人、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及总经理，以及本公司新
疆分公司总经理。

牛凯龙 1974年9月 经济学博士 2021年10月 非职工代
表监事

银保监复
〔2021〕778号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中国人寿金融研究院
院长

自2021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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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阮琦 1966年7月 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

2018年4月 副总裁 银保监许可
〔2018〕63号

自2018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副
总裁。2018年1月至2018年4

月担任本公司首席信息技术
执行官。2016年10月至2018

年1月担任本公司首席信息
技术执行官兼本公司信息技
术部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
理级）。

詹忠 1968年7月 工学学士 2019年7月 副总裁 京银保监复
〔2019〕493号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

自2019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副
总裁。2017年8月至2019年7

月担任本公司营销总监。自
2014年7月至2019年8月担任
本公司个险销售部总经理。
自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担
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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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杨红 1967年2月 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

2019年7月 副总裁 京银保监复
〔2019〕493号

自2019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
副总裁。2018年3月至2019年
7月担任本公司运营总监。
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担任
本公司运营服务中心总经
理。2011年至2018年期间，先
后担任本公司研发中心副总
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业务管理部总经理（省分公
司总经理级）、流程管理部总
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级）。

赵国栋 1967年11月 本科 2019年10月 总裁助理 京银保监复
〔2019〕851号

自2019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
总裁助理。自2018年7月起担
任本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总经
理。2016年至2018年期间，先
后担任本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
理、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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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刘月进 1967年4月 经济学学士 2021年6月 总裁助理 银保监复〔2021〕
445号

自2021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
总裁助理。自 2020年3月起
担任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总
经理。2017年11月至2020年3

月担任本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总经理。2012年至2017年期
间，先后担任本公司山西省
分公司副总经理、贵州省分
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经理。

张涤 1968年1月 工学学士 自2021年12月
开始担任总裁
助理，自2022年
1月开始担任首
席投资官

总裁助理、 

首席投资官
银保监复〔2021〕
1034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董事

自2021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
总裁助理，2022年1月起担任
本公司首席投资官。2016年7

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投资管
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经理、投资管理中心总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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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任期开始年月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

在关联方和其他单位
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最近 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许崇苗 1969年10月 法学博士 2018年7月 合规负责人 银保监许可
〔2018〕593号

自2018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
合规负责人。自2014年9月起
担任本公司法律与合规部总
经理、公司法律责任人。

刘凤基 1969年10月 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

2021年12月 审计责任人 银保监复〔2021〕
1032号

自2021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
审计责任人。2021年10月至
12月担任本公司临时审计责
任人。自2021年2月起担任本
公司审计部总经理。2018年2

月至2021年2月担任本公司天
津市分公司总经理。2016年
至2018年期间，先后担任本
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主要负责
人、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经理。

表 (1)-(3)列示信息为截至本报告期末的相关信息；其中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列示了
非董事、监事的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其他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请参见
董事、监事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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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报告期间及截至本报告报送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1) 经本公司2022年1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鉴于原执
行董事王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不能履行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章程》，会议推举本公司非执行
董事袁长清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自2022年1月13日起
至新任董事长任职生效之日止。

2)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2月23日收到王滨的辞任函，王滨因无法继续履行
董事职务，辞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该辞任于同日起生效。

3) 因连任独立董事时间满六年，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汤欣先生于2022年3月
6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任独立董事。鉴于汤欣先生的辞任将导致本
公司独立董事的人数低于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汤欣先生
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相关职责，直至新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获得中国
银保监会核准。

4) 经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选举胡志军女士为本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胡志军女士的监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保监
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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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数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1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1,680 1,680 – 60.00% 60.00% –

2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2,626 2,626 – 70.74% 70.74% –

3 中国人寿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 – – 90.81% 90.81% –

4 芜湖远翔天益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子公司 548 548 – 99.98% 99.98% –

5 芜湖远翔天复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子公司 548 548 – 99.98% 99.98% –

6 上海远墅圆品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子公司 571 571 – 99.98% 99.98% –

7 上海远墅圆玖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子公司 571 571 – 99.98% 99.98% –

8 上海丸晟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4,024 4,036 12 99.98% 99.98% –

9 上海瑞崇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6,100 6,100 – 100.00% 100.00% –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扬果晟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2,835 2,835 – 90.00% 90.00% –

1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佰宁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1,680 1,680 – 99.98% 99.98% –

12 金梧桐有限公司 

（Golden Phoenix Tree Limited）
子公司 – – – 100.00% 100.00% –

13 Sunny Bamboo Limited 子公司 1,876 1,876 – 100.00% 100.00% –

14 Golden Bamboo Limited 子公司 1,993 1,993 –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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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数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15 Fortune Bamboo Limited 子公司 2,435 2,435 – 100.00% 100.00% –

16 恒悦富有限公司 

（Glorious Fortune Forever Limited）
子公司 – – – 100.00% 100.00% –

17 国寿启航壹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6,066 6,066 – 99.99% 99.99% –

18 国寿广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616 616 – 99.95% 99.95% –

19 国寿（苏州）养老养生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2,181 2,181 – 100.00% 100.00% –

20 国寿（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1,530 1,530 – 100.00% 100.00% –

21 北京国寿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子公司 504 504 – 99.90% 99.90% –

22 新华奥有限公司 

（New Aldgate Limited）
子公司 1,168 1,168 – 100.00% 100.00% –

23 CL Hotel Investor, L.P. 子公司 285 285 – 100.00% 100.00% –

24 CBRE Global Investors U.S.  

Investment I, LLC

子公司 4,111 4,111 – 99.99% 99.99% –

25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339 1,339 – 35.00% 35.00% –

26 中建建信共享九号城镇化 

投资私募基金
联营企业 1,188 1,188 – 30.57% 30.57% –

27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6,000 6,000 – 16.70% 16.70% –

2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6,000 6,000 – 40.00% 40.00% –

2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1,801 21,801 – 10.2946% 10.2957%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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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数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30 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8,000 8,000 – 26.76% 26.76% –

31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298 3,298 – 18.21% 18.21% –

32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92 192 – 18.31% 18.31% –

33 普洛斯国驿（珠海）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7,301 7,301 – 81.63% 81.63% –

34 国家管网集团川气东送天然气管道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0,000 20,000 – 43.86% 43.86% –

3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45,174 53,199 8,025 43.69% 43.69% –

36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50 250 – 13.09% 13.09% –

37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1,246 11,246 – 29.59% 29.59% –

38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国寿高端装备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10 10 – 79.00% 79.00% –

39 南宁国寿申润投资发展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3,780 3,780 – 60.00% 60.00% –

40 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1,416 1,806 390 60.00% 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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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数量或成本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41 国寿万科壹号（嘉兴）健康养老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195 195 – 59.82% 59.82% –

42 国寿万科贰号（嘉兴）健康养老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195 195 – 59.82% 59.82% –

43 国寿侨城（深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8,817 8,817 – 84.99% 84.99% –

44 国寿海控（海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230 230 – 51.00% 51.00% –

45 国寿（三亚）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306 306 – 51.00% 51.00% –

46 北京国寿中交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营企业 14,956 14,956 – 50.00% 50.00% –

47 RXR 1285 Holdings JV LLC 合营企业 1,290 1,290 – 51.55% 5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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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违规情况

1. 报告期内本公司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况：

行 政 处 罚 情 况 已 在 公 司 官 网 披 露， 具 体 信 息 请 登 录 公 司 官 网
（www.e-chinalife.com，查询路径：首页－公开信息披露－重大事项信息）查看。

2.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
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3.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发生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 2022年1月8日所披露的消息，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报告期内公司被中国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中国银保监会对本公司采取重大监管措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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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指标

（一） 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注

基本情景下
的下季度
预测数 

认可资产 4,846,631 4,827,564 4,923,574

认可负债 3,766,877 3,771,796 3,826,304

实际资本 1,079,754 1,055,768 1,097,270

核心一级资本 712,155 1,020,756 726,356

核心二级资本 57,042 – 60,625

附属一级资本 308,574 35,012 308,281

附属二级资本 1,983 – 2,008

可资本化风险最低资本 442,949 412,531 445,767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6,866 -10,190 -6,909

附加资本 – – –

最低资本 436,083 402,341 438,857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333,114 618,415 348,12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643,671 653,427 658,413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76.39% 253.70% 179.3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47.60% 262.41% 250.03% 

注： 上季度数为依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17号）》（以下简称“一期规则”）计算的2021年
第4季度偿付能力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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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流动性覆盖率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1（LCR1）
未来三个月 134%

未来十二个月 109%

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2（LCR2）
未来三个月 591%

未来十二个月 187%

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 3（LCR3）
未来三个月 107%

未来十二个月 83%

自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 2（LCR2）
未来三个月 581%

未来十二个月 190%

自测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 3（LCR3）
未来三个月 112%

未来十二个月 90%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4 17%

本年度累计净现金流 22,237

上一会计年度净现金流 2,901

上一会计年度之前的会计年度净现金流 1,890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5 179,572

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 6 15,599

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 7 19,574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8 2.09%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9 2.71%

AA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10 0.28%

持股比例大于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11 0.79%

应收款项占比 12 1.12%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1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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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基本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基本情景下公司现金流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评估时点
账面价值）÷基本情景下公司现金流出×100%

2. 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下公司现金流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评估时点
账面价值+流动性资产储备变现金额）÷压力情景下公司现金流出×100%

3. 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下公司现金流入+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评估时点账面价值）÷压力情景下公司现金流出×100%

4.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实际值−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预测值）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预测值的绝对值。该指标的计算，使用了一期规则下的相关数据。

5.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本年累计数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本年累计数

6. 分红账户业务净现金流=分红账户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本年累计数 － 分红账户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本年累计数

7. 万能账户业务净现金流=万能账户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本年累计数 － 万能账户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本年累计数

8.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期末账面价值÷扣除债券回购融入资金
余额和独立账户资产金额之后的期末总资产×100%

9.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季度内各月末同业拆借、债券回购等融入资金余额合计算术平均值÷期
末总资产×100%

10. AA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AA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期末账面价值÷
扣除债券回购融入资金余额和独立账户资产金额之后的期末总资产×100%

11.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的账面价值合计÷
期末总资产×100%

12. 应收款项占比=（应收保费期末账面价值+应收分保账款期末账面价值）÷期末总资产×100%

13.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持有的交易对手为关联方的投资资产总和÷期末总资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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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 315,011 315,011

净利润 16,359 16,359

总资产 4,807,991 4,807,991

净资产 464,991 464,991

保险合同负债 3,668,168 3,668,168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58 0.58

净资产收益率 1 3.47% 3.47%

总资产收益率 2 0.34% 0.34%

投资收益率 3 0.86% 0.86%

综合投资收益率 4 -0.22% -0.22% 

注：

1.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100%

2. 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100%

3. 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 － 投资资产减值损失－投资业务的税
金及附加－利息支出）÷报告期资金运用平均余额×100%

4. 综合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变动净额 － 投资资产减值损失 － 投资业务的税金及附加－利息支出）÷报告期资金运用平均
余额×100%

主要经营指标为依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8号：偿付能力报告》规则计
算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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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险管理能力

（一） 公司类型

1. 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第
五条、第六条关于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公司为 I类保险公司。

2. 本公司是根据《公司法》、《保险法》于2003年6月30日在中国北京注册成立，并
于2003年12月17日、18日及2007年1月9日分别在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
人寿保险公司。

3. 2021年，公司总资产人民币4,778,702百万元，省级分支机构36家。

（二） 最近一次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结果

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对公司开展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根据
《关于2018年SARMRA评估结果的通报》（银保监财〔2018〕125号），公司2018年评估得
分84.94分，九大评分模块得分分别如下：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17.76分，风险管理
目标与工具8.41分，保险风险管理8.60分，市场风险管理8.65分，信用风险管理8.61

分，操作风险管理8.59分，战略风险管理8.77分，声誉风险管理7.34分，流动性风险
管理8.22分。

（三） 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一是持续推进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二期工程监管规
则，公司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定》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保险风险管理办法》等风险管理相关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同时，进一步
完善优化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及风险综合评级工作机制，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机制更为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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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持续强化风险管理顶层设计，全面加强董事会及专业委员会对风险管理的统
筹领导。不断凸显风险管理委员会对风险的整体管控，组织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2年第1次会议，进一步加大对突出风险问题的追踪力度，切实提升风险防范及
化解能力。

三是持续推进风险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持续优化风险管理系统，逐步构建
集成式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和管理中心；逐步构建销售违规查处和信用评级管理
信息系统，按照集中管控的模式，建立覆盖三大渠道的销售风险管控工作平台，
进一步强化销售风险管理工作独立性。

（四） 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

本季度公司未组织开展年度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自评估。

本季度，公司结合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检查反馈及2021年自评结果，持续推进整改
提升工作，针对存在问题逐一梳理细化，强化问题整改提升，不断加强风险管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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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一） 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截至目前，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显示，公司2021年3季度风险综
合评级结果为A级，2021年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A级。

（二） 风险自评估情况

公司每季度对自身的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声誉
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情况进行评估，并形成季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报送公司总裁
室审阅。

在战略风险方面，公司持续推动产品服务升级，业务发展坚持稳字为先，通过定期
监测评估战略规划执行情况，每季度形成公司管理层经营管理情况报告，年度形
成中长期规划执行评估报告，不断强化对战略风险的管理。总体来看，高质量发展
趋势稳中向好。

在操作风险方面，公司持续强化损失数据库、控制自评估、关键风险指标监测三大
工具建设，打造全链条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以季度为频率，开展操作风险损失事
件分析及关键指标监测工作，操作风险整体可防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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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誉风险方面，公司持续采用7x24小时实时媒体监测，对舆情进行严密监测，积
极把握舆情的主要特点和走势，加强舆情分析，掌握舆情应对工作的主动权。针对
负面舆情，加大公开回应力度，提高公开回应率。经过系统上下的共同努力，本季
度公司总体舆情平稳，没有发生重大声誉风险事件。

在流动性风险方面，公司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3号：流动性风险》
要求，按季度监测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及监测指标，并开展现金流压力测试。按照
监管要求和公司规定，持续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公司流动性风险不显著。

六、 重大事项

（一） 分支机构

报告期内新获批准和开业的省级分支机构情况：

未发生重大分支机构事项。

（二） 重大再保险合同

1. 报告期内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入合同情况：

未发生重大再保险分入合同事项。

2. 报告期内签订重大再保险分出合同情况：

未发生重大再保险分出合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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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期内退保金额和综合退保率居前三位的产品

1. 报告期内退保金额居前三位的产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销售渠道
本季度 本年度累计

退保金 退保率 退保金 退保率
国寿美满一生年金保险 

（分红型） 分红 个险等 577 0.36% 577 0.36%

国寿鑫耀东方年金保险 传统 个险等 524 0.81% 524 0.81%

康宁终身保险 传统 个险等 494 0.13% 494 0.13%

2. 报告期内综合退保率居前三位的产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销售渠道
本季度 本年度累计

退保金 退保率 退保金 退保率
国寿鑫盈年金保险（B款） 传统 个险等 5 13.85% 5 13.85%

国寿附加关爱一生长期健康 

保险 传统 个险等 0.0036 7.02% 0.0036 7.02%

国寿财富传家终身寿险 

（分红型） 分红 个险等 26 6.70% 26 6.70%

退保率指标为依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8号：偿付能力报告》规则
中综合退保率公式计算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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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大投资行为

报告期内重大投资行为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类型 投资对象 投资时间

投资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期初 期末 变动

1 联营企业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01 45,174 53,199 8,025 96,150

2 合营企业 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022.02

2022.03

1,416 1,806 390 1,843

3 子公司 上海丸晟实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22.01 4,024 4,036 12 4,036

经评估，上述重大投资行为对公司核心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无显著影响。

（五） 重大投资损失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投资损失情况：

未发生重大投资损失。

（六） 重大融资活动

报告期内重大融资活动情况：

未发生重大融资活动。

（七） 重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已在公司官网披露，具体信息请登录公司官网（www.e-chinalife.com，
查询路径：首页－公开信息披露－重大事项信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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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重大担保

1. 报告期内存在的已经履行的重大担保合同情况：

未发生重大担保合同事项。

2. 偿付能力报告日存在的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担保合同情况：

未发生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担保合同事项。

（九） 其他重大事项

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七、 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 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变化及原因

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的要求，公司自编报2022年第1季度偿付能力季度报告起，执行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以下简称“二期规则”）。

二期规则下，2022年1季度末，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76.39%，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为 247.60%（经模拟计算，一期规则下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1.7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9.95%），相较于2021年4季度末一期规则下的偿付能力充
足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 77.31个百分点，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 14.81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二期规则较一期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资本方面，二期规
则按照剩余期限对保单未来盈余进行资本分级，严格合营联营企业的减值标准，
完善偿付能力准备金评估方法等；最低资本方面，二期规则全面实施投资资产穿
透计量，完善利率风险计量方法，大幅提升长期股权投资等权益资产风险因子，
增加集中度风险计量标准等。

在一期规则和二期规则下，公司核心偿付充足率和综合偿付充足率均远高于监管
要求，公司偿付能力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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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变化及原因

2022年1季度末，公司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达到监管标准。公司按照《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3号：流动性风险》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
理机制，按季度监测各类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

（三） 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变化分析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显示，公司2021年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为A类，较上一季度结果无变化。

（四）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

依据金融环境、资本市场情况，结合公司针对风险环节所采取的措施和开展的工
作，我们对影响偿付能力状况的主要风险进行了综合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1. 市场风险

2021年，公司结合市场情况，将战略配置与战术操作有机结合，发挥内外部管
理人优势，丰富固收品种，主动管理权益类敞口，不断优化持仓结构，市场风
险整体稳定。新冠疫情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遭遇需求、供给双侧打击，受
此影响境内外市场波动加剧，风险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疫情爆发后的投资
风险新环境下，公司将加强大类资产风险收益属性研究，推进全口径投资风
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市场风险研判能力，以更加科学有效地管理市场
风险。继续合理调整组合构成和久期，积极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并通过适当
的多样化投资来分散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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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用风险

公司固定收益类资产整体信用情况良好，2021年未发生重大信用违约事件，
公司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但是 2020年以来市场总体违约金额增长，首次违约
主体有所增加 ,信用利差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信用风险仍需关注。针对信用风
险管理，公司从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两个方面开展管理，继续选取信用资
质优良的对手进行交易，视具体情况要求信用增级，并坚持开展信用集中度
和额度的动态监测与控制。公司将持续推进统一信评工作落地，优化内评模
型及方法，在行业维度下细化开展信评工作，不断提高信评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

3. 保险风险

公司根据精算原理，对准备金充足性情况做出判断，2021年准备金满足充足
性要求，公司保险风险稳定可控。公司制定风险限额指标体系并开展常态化
的监测分析，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施有效的产品开发和管理制度，
严格控制产品定价风险，加强经验分析对定价假设和评估假设的支撑作用，
从产品前端防控保险风险。通过建立和实施完善的核保核赔制度及实务操作
规范，有效防范逆选择风险及保险欺诈。通过科学、合理的再保险安排，转移
和降低保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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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外部机构意见

（一） 报告期内收到外部机构的报告情况

1. 报告期内收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情况：

公司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普华
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2384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偿付能力专题财务报
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17号）》等编制基础编
制。

公司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 2643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于2021

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普华
永道中天审字（2022）第10089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
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
状况以及2021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普华
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2379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分红险专题财务报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分红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38

公司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普华
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2380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投连账户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投连账户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

2. 报告期内收到审核报告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3. 报告期内收到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二） 报告期内外部机构的更换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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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实际资本

（一） 认可资产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项目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 98,928 – 98,928 178,904 – 178,904

投资资产 4,092,175 1,351 4,090,824 3,814,041 1,351 3,812,690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 

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188,130 -336 188,466 385,723 -4,436 390,159

再保险资产 6,948 -40,671 47,619 6,631 -46,835 53,466

应收及预付款项 353,811 – 353,811 328,233 – 328,233

固定资产 50,067 – 50,067 50,364 – 50,364

土地使用权 7,422 – 7,422 7,320 – 7,320

独立账户资产 8 – 8 9 – 9

其他认可资产 10,502 1,016 9,486 7,477 1,058 6,419      

合计 4,807,991 -38,640 4,846,631 4,778,702 -48,862 4,827,564      

注： 上季度数为依据一期规则计算的2021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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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认可负债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准备金负债 3,042,460 2,861,989
金融负债 400,427 546,114
应付及预收款项 232,772 273,661
预计负债 – –
独立账户负债 8 9
资本性负债 8,131 –
其他认可负债 83,079 90,023  
   
合计 3,766,877 3,771,796  

注： 上季度数为依据一期规则计算的2021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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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际资本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一级资本 712,155 1,020,756
净资产 464,991 477,057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247,164 543,699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2,368 -2,410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

336 4,436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 
物权方式或通过子公司等方式 
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 
价值增值（扣除减值、折旧及 
所得税影响）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 
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外）

-3,652 –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 –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212,177 –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 
资本工具且按规定可计入核心 
一级资本的金额

– –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40,671 541,691
核心二级资本 57,042 –
优先股 – –
计入核心二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65,173 –
其他核心二级资本 – –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8,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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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附属一级资本 308,574 35,012
次级定期债务 – –
资本补充债券 34,995 34,994
可转换次级债 – –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除外）

3,652 –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
式或通过子公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可计入附属
一级资本的金额（扣除减值、折旧及
所得税影响）

– 18

计入附属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269,927 –
其他附属一级资本 – –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 –

附属二级资本 1,983 –
应急资本等其他附属二级资本 – –
计入附属二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1,983 –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 –  

实际资本合计 1,079,754 1,055,768  

注： 上季度数为依据一期规则计算的2021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数据结果。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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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最低资本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42,949 412,53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00,455 74,508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
资本

66,760 37,965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 
最低资本

61,526 51,989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 
最低资本

14,304 14,525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42,135 29,97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2,154 8,264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 
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12,154 8,264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 
最低资本

–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 
效应

– –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411,907 391,925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172,436 375,054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375,977 168,518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 
最低资本

17,420 4,326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 
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84 368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 
风险最低资本

39,100 28,281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6,850 4,372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00,060 188,99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83,314 69,548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39,453 32,008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 
最低资本

64,177 54,259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20,316 1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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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18,034 84,577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46,847 47,137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46,847 47,137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196,950 199,033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6,866 -10,190
附加资本 – –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D-SII附加资本 – –
G-SII附加资本 – –
其他附加资本 – –

最低资本 436,083 402,341

注： 上季度数为依据一期规则计算的2021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数据结果。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