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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TD.

01336

2021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由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13.10B條作出。

本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報告所載財務資料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且未經審計。

重要內容提示

•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季度報告內
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
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 本公司首席執行官、總裁李全先生，首席財務官（暨財務負責人）楊征先生，總精算
師龔興峰先生以及會計機構負責人張韜先生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信息的真實、準
確、完整。

• 本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且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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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財務數據

（一） 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本報告期(1)

本報告期
比上年 

同期增減
變動幅度

年初至 
報告期末

年初至報
告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減
變動幅度

營業收入 51,913 1.6% 183,988 8.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408 -51.2% 11,954 7.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441 -50.2% 11,978 7.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不適用 不適用 57,798 3.9%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基本加
權平均每股收益（元） 0.45 -51.6% 3.83 7.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稀釋加
權平均每股收益（元） 0.45 -51.6% 3.83 7.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加權平
均淨資產收益率 1.33% -1.79pt（2） 11.50% -0.86pt

    

註：

1. 本報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3個月期間，下同。

2. pt為百分點，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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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 
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減
變動幅度

總資產 1,061,702 1,004,376 5.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 104,758 101,667 3.0%

   

（二）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非經常損益項目 本報告期
年初至 

報告期末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 (3)
受托經營取得的託管費收入 10 37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53) (65)
減：所得稅影響額 10 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 –

  

合計 (33) (24)
  

註：

1. 「–」為少於人民幣50萬元，下同。

2. 本公司作為保險公司，投資業務（保險資金運用）為主要經營業務之一，持有或
處置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而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和投資收益均屬於本公司
的經常性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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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主要指標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1-9月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1-9月 增減變動

投資資產(1) 1,018,414 965,653 5.5%
保險業務收入 136,562 134,355 1.6%
已賺保費 134,882 131,421 2.6%
已賺保費增長率 2.6% 24.9% -22.3pt
賠付支出淨額 33,811 42,468 -20.4%
其中：賠款支出及死傷醫療給付 9,723 7,569 28.5%

滿期及年金給付 25,412 35,850 -29.1%
減：攤回賠付支出 (1,324) (951) 39.2%

退保率(2) 1.5% 1.1% 0.4pt
   

註：

1. 投資資產包含獨立賬戶中相關投資資產。

2. 退保率=當期退保金╱（期初壽險、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餘額+長期險保費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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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償付能力狀況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根據《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則（1-17號）》計算和披露
核心資本、實際資本、最低資本、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和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中國境內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必須達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的
水平。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核心資本 281,242 285,025
實際資本 291,242 295,025
最低資本 111,151 109,401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1) 253.03% 260.53%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1) 262.02% 269.67%

  

註：

1.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核心資本╱最低資本；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實際資本╱
最低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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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會計數據、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原因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利潤表項目

7-9月3個月期間

增減變動 變動原因2021年 2020年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

1,408 2,887 -51.2% 主要受會計估計
變更的影響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1,441 2,896 -50.2% 主要受會計估計
變更的影響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的基本加權平均
每股收益（元）

0.45 0.93 -51.6% 主要原因是歸屬
於母公司股東
淨利潤同比減
少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的稀釋加權平均
每股收益（元）

0.45 0.93 -51.6% 主要原因是歸屬
於母公司股東
淨利潤同比減
少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的加權平均淨資
產收益率

1.33% 3.12% -1.79pt 主要原因是歸屬
於母公司股東
淨利潤同比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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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東信息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114,219戶（其中A股股東113,937戶，H股股東282戶）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條件股份 
數量（1）

質押╱標記╱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2）

境外法人股 1,033,428,831 33.13 – 未知 未知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國家股 977,530,534 31.34 – – –

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股 377,162,581 12.09 – – –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股 93,339,003 2.99 – –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3） 境外法人股 33,206,866 1.06 – – –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股 28,249,200 0.91 – – –

科華天元（天津）商業運營管理有限公司 境內法人股 15,500,000 0.50 – – –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零組合 國有法人股 9,704,143 0.31 – – –

大成基金－農業銀行－大成中證金融資產
管理計劃

其他 8,713,289 0.28 – – –

國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富邦中證保
險主題指數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8,521,190 0.27 – – –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的說明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除上
述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東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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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全部A股和全部H股股份均為無限售條件股份。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為代香港各股
票行客戶及香港中央結算系統其他參與者持有。因聯交所有關規則並不要求上述人士
申報所持股份是否有質押或凍結情況，因此HKSCC Nominees Limited無法統計或提
供質押或凍結的股份數量。

3.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為滬港通股票的名義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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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度經營分析

（一） 保險業務

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本公司實現總保費收入1,365.62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1.6%，其中長期險首年保費收入351.22億元，同比下降2.4%；長期
險首年期交保費184.12億元，同比增長2.2%；續期保費965.96億元，同比增長
4.9%；短期險保費48.44億元，同比下降22.4%。

個險渠道實現保費收入988.27億元，同比增長3.2%，其中，長期險首年保
費130.60億元，同比下降4.3%；長期險首年期交保費123.63億元，同比下降
5.3%；續期保費831.34億元，同比增長6.7%。

銀保渠道實現保費收入353.07億元，同比下降3.5%，其中，長期險首年保費
218.22億元，同比下降2.2%；續期保費134.51億元，同比下降5.4%。

團體渠道實現保費收入24.28億元，同比增長21.8%。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21年 2020年 增減變動

總保費收入 136,562 134,355 1.6%
長期險首年保費 35,122 35,995 -2.4%
期交 18,412 18,015 2.2%
十年期及以上期交保費 5,085 7,837 -35.1%

躉交 16,710 17,980 -7.1%
續期保費 96,596 92,118 4.9%
短期險保費 4,844 6,242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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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21年 2020年 增減變動

個險渠道
長期險首年保費 13,060 13,645 -4.3%
期交 12,363 13,050 -5.3%
躉交 697 595 17.1%

續期保費 83,134 77,894 6.7%
短期險保費 2,633 4,222 -37.6%

個險渠道保費收入合計 98,827 95,761 3.2%
   

銀保渠道
長期險首年保費 21,822 22,319 -2.2%
期交 6,032 4,964 21.5%
躉交 15,790 17,355 -9.0%

續期保費 13,451 14,216 -5.4%
短期險保費 34 66 -48.5%

銀保渠道保費收入合計 35,307 36,601 -3.5%
   

團體保險
長期險首年保費 240 31 674.2%
續期保費 11 8 37.5%
短期險保費 2,177 1,954 11.4%

團體保險保費收入合計 2,428 1,993 21.8%
   

總保費收入 136,562 134,355 1.6%
   



- 11 -

（二） 資產管理業務

截至2021年9月末，本公司投資資產為10,184.14億元，較上年末增長5.5%。截
至2021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公司年化總投資收益率(1)為6.4%，同比增長0.8
個百分點。

註：

1. 年化總投資收益率=（投資收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投資資產減值損失－賣出
回購利息支出）╱（月均投資資產－月均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月均應收利息）
×365/273。

四、 其他提醒事項

本公司以資產負債表日可獲取的當前信息為基礎確定包括折現率、死亡率、發病
率、費用、保單紅利、退保率等精算假設，用以計量資產負債表日的各項保險合同
準備金。

本公司2021年9月30日根據當前信息重新釐定上述有關假設，上述假設的變更所形
成的相關保險合同準備金的變動計入本公司利潤表。本項會計估計變更增加2021年
9月30日壽險責任準備金人民幣2,467百萬元，增加2021年9月30日長期健康險責任準
備金人民幣6,380百萬元，減少2021年前三季度稅前利潤合計人民幣8,847百萬元。

詳情請見本公司同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披露的《新華保險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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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季度財務報表

見附錄。

承董事會命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李全
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2021年10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全和張泓；非執行董事為楊毅、胡愛民、李琦強、
彭玉龍和Edouard SCHMID；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湘魯、鄭偉、程列、耿建新和馬耀添。



- 13 -

附錄

1. 合併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
2021年 

9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合併 合併

資產
貨幣資金 13,475 13,00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65,802 32,095
衍生金融資產 4 –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4,633 1,832
應收利息 13,914 10,303
應收保費 6,079 2,312
應收分保賬款 158 246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05 217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114 83
應收分保壽險責任準備金 1,593 1,519
應收分保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1,770 1,601
保戶質押貸款 39,801 37,732
其他應收款 1,993 2,097
定期存款 149,740 122,6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84,416 426,703
持有至到期投資 291,440 273,076
歸入貸款及應收款的投資 48,015 41,384
長期股權投資 5,175 4,967
存出資本保證金 1,715 1,715
投資性房地產 8,424 8,857
固定資產 12,620 11,633
在建工程 4,329 4,059
使用權資產 1,180 1,243
無形資產 3,611 3,75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3 153
其他資產 1,179 940
獨立賬戶資產 224 214

  

資產總計 1,061,702 1,00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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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併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續）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負債及股東權益
2021年 

9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合併 合併

負債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2,074 14,837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9,121 41,888 
預收保費 231 6,458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2,506 2,358 
應付分保賬款 195 297
應付職工薪酬 3,777 4,404 
應交稅費 362 170
應付賠付款 6,153 6,445 
應付保單紅利 7 3
其他應付款 5,196 4,847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 57,013 51,476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2,066 2,349 
未決賠款準備金 2,064 1,802 
壽險責任準備金 696,927 634,501 
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146,067 115,757 
應付債券 10,000 10,000 
租賃負債 1,018 1,064 
遞延收益 494 504
遞延所得稅負債 801 2,673 
其他負債 638 667
獨立賬戶負債 218 196

  

負債合計 956,928 902,696
  

股東權益
股本 3,120 3,120
資本公積 23,907 23,901
其他綜合收益 6,717 11,250
盈餘公積 11,375 10,039
一般風險準備 7,414 7,414
未分配利潤 52,225 45,943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合計 104,758 101,667
少數股東權益 16 13

  

股東權益合計 104,774 101,68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061,702 1,004,376
  

總裁：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精算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李全 楊征 龔興峰 張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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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利潤表（未經審計）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21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合併 合併

一、營業收入 183,988 169,772
已賺保費 134,882 131,421 

保險業務收入 136,562 134,355 
減：分出保費 (1,851) (2,350)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71 (584)

投資收益 48,723 39,777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210 328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534) (2,098)
匯兌損益 (21) (76)
資產處置損益 – (1)
其他收益 70 78
其他業務收入 868 671

二、營業支出 (170,858) (157,682)
退保金 (13,112) (8,808)
賠付支出 (35,135) (43,419)
減：攤回賠付支出 1,324 951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97,479) (78,377)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274 510
保單紅利支出 (985) (377)
稅金及附加 (242) (170)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2,051) (14,258)
業務及管理費 (9,149) (8,755)
減：攤回分保費用 269 573
其他業務成本 (2,619) (2,853)
資產減值損失 (1,953) (2,699)

  

三、營業利潤 13,130 12,090 
加：營業外收入 40 29
減：營業外支出 (109) (79)

  

四、利潤總額 13,061 12,040 
減：所得稅費用 (1,10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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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合併 合併

五、淨利潤 11,957 11,107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11,957 11,107
終止經營淨利潤 – –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1,954 11,105
少數股東損益 3 2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4,533) 2,67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4,533) 2,675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4,533) 2,67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4,636 11,543
減：前 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的

金額 (15,318) (5,0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對保險
合同準備金和保戶儲金及投資款的影
響 4,513 (3,077)

權益法下在被投資單位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
收益及其對保險合同準備金和保戶儲金及
投資款的影響 132 119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8) (7)
所得稅影響 1,512 (890)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 –
  

七、綜合收益總額 7,424 13,78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7,421 13,780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3 2

八、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3.83元 人民幣3.56元
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3.83元 人民幣3.56元

總裁：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精算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李全 楊征 龔興峰 張韜

2. 合併利潤表（未經審計）（續）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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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21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合併 合併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126,658 127,131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3,857 3,225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058 723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31,573 131,079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48,539) (51,415)
支付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272) (538)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981) (377)
支付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11,903) (13,476)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7,089) (6,624)
支付的各項稅費 (3,126) (849)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865) (2,190)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3,775) (75,46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7,798 55,610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297,919 239,352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25,278 31,755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收回的現金淨額 5 1

收到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的現金淨額 – 1,631
收購子公司及結構化主體收到的現金淨額 956 –
處置子公司及結構化主體收到的現金淨額 3,721 –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27,879 272,739 
  

投資支付的現金 (378,876) (284,959)
保戶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2,070) (1,84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 
支付的現金 (1,515) (1,555)

支付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的現金淨額 (4,105) –
處置子公司及結構化主體產生的現金淨額 – (3,676)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06) (8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86,872) (292,119)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8,993) (19,380)
  



- 18 -

截至2021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合併 合併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42,019 81
其中：結構化主體吸收少數股東投資

收到的現金 42,019 81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 10,0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770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4,789 10,081
  

支付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的現金淨額 (22,946) (43,096)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4,859) (4,416)
其中：結構化主體分配給少數股東的股利、利潤 (193) (18)
償還租賃負債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現金 (442) (469)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相關的現金 (14,858) (7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3,105) (48,051)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84 (37,970)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額 (15) (62)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474 (1,802)
加：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2,993 11,765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3,467 9,963
  

總裁：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精算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李全 楊征 龔興峰 張韜

3. 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續）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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