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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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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数据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下有关数据并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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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百万元） 4,732,196 4,252,410 11.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合计（百万元） 
470,832 450,051 4.6%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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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7-9 月）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年初至 

报告期末 

  （1-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百万元） 175,110 -1.5% 727,711 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7,527 -54.5% 48,502 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7,587 -54.6% 48,667 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百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246,388 3.1%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 

（元/股） 
0.27 -54.5% 1.72 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下降 2.41 个 

百分点 
10.47 

下降 0.96 个 

百分点 

注：在计算“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的变动比率时考虑了基础数据的尾数因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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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  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8  79  

对外捐赠 (31) (1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69) (192) 

所得税影响数 19  49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1) (17) 

合计 (60)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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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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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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7-9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主要原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7,527 16,543 -54.5% 

传统险准备金折

现率假设更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7,587 16,697 -54.6% 

传统险准备金折

现率假设更新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 

（元/股） 
0.27 0.59 -54.5% 

第三季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4.01 
下降 2.41 个 

百分点 

第三季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 

二、股东信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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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10 户 

H 股股东：2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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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7,566,322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 708,240,2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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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46,757,0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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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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16,702,4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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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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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11,779,262  -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国有法人 0.04% 10,000,000  - -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03% 8,950,800  -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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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季度经营分析 

2021年前三季度，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但恢复不稳

固、不均衡，保险行业发展面临深刻调整。本公司紧紧围绕“重振国寿”战略部署，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稳健推进，市场领先地位稳固。一是

业务发展总体平稳。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人民币5,534.37亿元，同比增长

1.8%。其中，续期保费达人民币3,922.01亿元，同比增长6.4%。短期险保费达人民币679.45

亿元，同比增长1.6%。新单保费增长虽继续承压，但降幅较2021年上半年有所收窄。首年

期交保费为人民币915.17亿元，其中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为人民币368.99亿元。2021

年前三季度，新业务价值同比下降19.6%。退保率为0.93%，与2020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

定。二是销售队伍严格基础管理，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随着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体多元”

销售布局持续深化，公司坚持走有效队伍驱动业务发展之路，压实队伍规模，强化基础管

理，夯实队伍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2021年9月30日，本公司总销售人力105.2万人，其中，

                             
1
 保费收入与合并利润表中的保险业务收入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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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险销售人力98万人。三是灵活调整投资策略，兼顾长期配置优化和短期收益稳定。截至

2021年9月30日，本公司投资资产达人民币45,413.71亿元，较2020年底增长10.9%。2021年

第三季度，公司适度调整固收资产资产配置节奏；紧密跟踪权益市场，积极开展权益品种

战术再平衡，适时兑现收益。此外，密切跟踪重点行业信用环境的变化，防范重点领域投

资风险。2021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总投资收益2人民币1,656.95亿元，同比增长12.8%，

总投资收益率3为5.25%；净投资收益4达人民币1,392.03亿元，同比增长13.4%，净投资收益

率5为4.40%。 

2021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85.02 亿元，同比增

长 3.0%。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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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1%和 266.28%。 

下一步，本公司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推进“重振国寿”

战略部署，坚持“重价值、强队伍、稳增长、兴科技、优服务、防风险”经营方针，努力

推动业务平稳发展，大力深化改革创新，不断优化运营服务，持续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切实加强风险防控，确保公司“十四五”取得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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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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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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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财务报表 

2021年 9月 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    

货币资金 57,837   57,60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76,049   161,56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5,613   7,947  

应收利息 57,051   45,147  

应收保费 39,659   20,730  

应收分保账款 866   1,135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919   523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341   209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674   570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4,271   3,658  

其他应收款 17,935   14,988  

贷款 678,110   658,535  

定期存款 548,045   545,66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22,555   1,215,603  

持有至到期投资 1,471,596   1,189,369  

长期股权投资 251,957   239,584  

存出资本保证金 6,333   6,333  

投资性房地产 13,276   14,217  

在建工程 10,769   11,332  

固定资产 41,678   40,438  

使用权资产 2,631   3,076  

无形资产 8,140   8,3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   87  

其他资产 5,767   5,748  

独立账户资产 9   10  

资产总计 4,732,196  4,252,410 

 

 

 

 

 

 

 

 

 

法定代表人:王滨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秀美    总精算师:利明光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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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负债：    

短期借款 1,551   1,64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842   3,73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87,748   122,249  

预收保费 2,747   53,021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5,392   7,051  

应付分保账款 1,813   1,036  

应付职工薪酬 9,665   11,811  

应交税费 1,145   1,080  

应付股利 -   13  

应付赔付款 57,671   55,031  

应付保单红利 122,655   122,510  

其他应付款 14,769   15,975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309,691   288,20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6,178   14,701  

未决赔款准备金 25,905   21,991  

寿险责任准备金 3,137,038   2,768,584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94,532   167,949  

长期借款 17,606   17,915  

应付债券 34,994                 34,992  

租赁负债 2,317   2,6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8,932                 15,286  

其他负债 87,601   68,035  

独立账户负债 9   10  

负债合计 4,253,801   3,795,479  

股东权益：    

股本 28,265   28,265  

资本公积 54,250   53,954  

其他综合收益 45,002   54,862  

盈余公积 91,036   86,027  

一般风险准备 43,088   43,047  

未分配利润 209,191   183,8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合计 470,832   450,051  

少数股东权益 7,563  6,880 

股东权益合计 478,395   456,931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4,732,196   4,252,410  

 

 

 

 

 

法定代表人:王滨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秀美    总精算师:利明光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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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合并利润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营业收入 727,711   691,571  

已赚保费 536,368   526,355  

保险业务收入 553,437   543,553  

其中：分保费收入 -   1  

减：分出保费 (5,988)  (4,753)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1,081)  (12,445) 

投资收益 188,868   156,59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537   6,974  

其他收益 148   12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625)  2,049  

汇兑损益 361   143  

其他业务收入 6,560   6,307  

资产处置损益 31   2  

二、营业支出 (676,628)  (637,440) 

退保金 (31,813)  (25,460) 

赔付支出 (107,116)  (102,073) 

减：摊回赔付支出 4,200   2,882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398,933)  (364,780)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849   523  

保单红利支出 (22,277)  (22,775) 

税金及附加 (945)  (85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4,388)  (70,207) 

业务及管理费 (28,408)  (26,644) 

减：摊回分保费用 741   664  

其他业务成本 (19,924)  (17,025) 

资产减值损失 (18,614)  (11,691) 

三、营业利润 51,083   54,131  

加：营业外收入 66   84  

减：营业外支出 (368)  (395) 

四、利润总额 50,781   53,820  

减：所得税费用 (1,190)  (5,899) 

五、净利润 49,591   47,92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49,591   47,921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02   47,078  

少数股东损益 1,089   843  

 

法定代表人:王滨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秀美    总精算师:利明光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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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合并利润表(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六、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 1.72 元   人民币 1.66 元  

稀释每股收益 人民币 1.72 元   人民币 1.66 元  

七、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976)  (3,4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928)  (3,489)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9,650)  (3,50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437   60  

减：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 

           的净额 (16,621)  (7,96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保单红利部分 1,109   5,309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565   (928)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40)  19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78)  18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78)  1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8)  10  

八、综合收益总额 39,615   44,4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8,574   43,58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041   853  

 
 

 

 

 

 

 

 

 

 

 

 

 

 

 

 

 

 

 

 

  

法定代表人:王滨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秀美     总精算师:利明光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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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484,552   476,464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11,941   20,899  

收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297   - 

收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现金净额 -  155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430   12,3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6,220   509,912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等款项的现金 (136,268)  (123,506) 

支付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1)  (559)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56,081)  (72,192)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19,305)  (17,52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321)  (18,22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63)  (13,476) 

支付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  (4,206) 

支付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现金净额 (425)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768)  (21,3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9,832)  (270,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388   238,918  

 

 

 

 

 

 

 

 

 

 

 

 

 

 

 

 

法定代表人:王滨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秀美    总精算师:利明光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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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90,024   462,56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1,431   113,31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247  

 

29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481   1,23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12,183   577,147  

投资支付的现金 (862,858)  (708,414) 

保户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26,828)  (18,17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3,106) 

 

(4,617) 

支付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7,684)  (21,203)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3,1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13,576)  (752,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393)  (175,25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7,310  17,551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7,310  17,551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4,141 

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额 65,842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3,152   21,69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12,89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5,402)  (24,090) 

支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额 -   (46,83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55)  (2,29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257)  (86,114) 

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95   (64,42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30)  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860   (76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629   53,30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489   52,546  

 

 

法定代表人:王滨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秀美    总精算师:利明光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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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