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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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28）

2020年第一季度報告

本公告由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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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第
13.10B條而作出。

本公司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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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併財務報表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數據與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下有關數據並無差異。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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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
法律責任。

1.2 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於2020年4月23日審議通過《關於〈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議案》，本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本公司董事長王濱先生、主管財務工作的副總裁黃秀美女士、總精算師利明光先
生及財務機構負責人胡錦女士聲明：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準確、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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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財務數據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資產總計（百萬元） 3,874,719 3,726,734 4.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
益合計（百萬元）

413,715 403,764 2.5%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元 /股）

14.36 14.01 2.5%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百萬元）

125,309 111,765 12.1%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元 /股）

4.43 3.95 12.1%

營業收入（百萬元） 337,772 312,226 8.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百萬元）

17,090 26,034 -34.4%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百萬元）

17,120 26,045 -34.3%

每股收益（基本與稀釋）
（元 /股）

0.60 0.92 -34.8%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股）

0.60 0.92 -34.8%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24 7.74 下降 3.50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
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25 7.75 下降 3.50個百分點

註： 在計算「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每股淨資產」、「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每股收益（基本與稀釋）」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的變動比率時考慮了基
礎數據的尾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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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面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以及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本公司緊緊圍繞「重振國壽」戰略部署，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統籌疫情防控
和公司業務發展，積極穩健推進各項工作，核心業務實現穩步增長，市場地位保
持領先，發展態勢良好。一是價值和業務穩中有進。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實現
保費收入 1人民幣3,077.76億元，同比增長13.0%。首年期交保費達人民幣760.56億
元，同比增長13.9%，其中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費達人民幣253.69億元，同比
增長2.1%。續期保費達人民幣1,983.26億元，同比增長11.2%。短期險保費達人民幣
328.16億元，同比增長23.9%。本報告期內，公司保障型業務保持較快增長，特定
保障型產品保費佔首年期交保費的比重同比提升 2.2個百分點。新業務價值同比
增長8.3%。退保率為0.28%，同比下降0.34個百分點。二是銷售隊伍量升質穩。圍
繞「重振國壽」戰略部署和「雙心雙聚」戰略內核，本公司於2019年啟動了「鼎新工
程」，初步形成「一體多元」發展體系。截至本報告期末，本公司銷售隊伍總人力超
過200萬。隊伍質態持續提升，大個險月均有效銷售人力同比增長18.4%，三是科
技賦能成效顯著。疫情期間，本公司積極開展線上業務拓展；借助國壽大健康、中
國人壽壽險APP等線上平台，推出7×24小時「空中客服」，為客戶提供快捷理賠、
線上投保、電子保單等多項服務，滿足客戶服務需求；此外，積極開展線上增員
和隊伍經營，搭建各類直播分享平台，強化在線訓練和會議運作等。四是資金配
置策略更加貼合市場變化。截至本報告期末，本公司投資資產達人民幣36,761.51

億元，較2019年底增長2.8%。本公司靈活安排固定收益類投資配置節奏和久期策
略，同時，在控制權益風險敞口的前提下，發揮長期資金優勢把握權益市場波動
佈局核心資產。2020年第一季度，在A股市場下跌、市場利率大幅下行的背景下，

1 保費收入與利潤表中的保險業務收入口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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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實現總投資收益 2人民幣454.53億元，總投資收益率 3為5.13%，較權益市場
大幅上漲的2019年同期僅下降158個基點；淨投資收益 4達人民幣380.76億元，淨投
資收益率 5為4.29%，同比下降2個基點。五是眾志成城抗擊疫情。2020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本公司主動向奮鬥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志願者等贈送新
冠肺炎保險保障，覆蓋人群超過250萬人；截至本報告期末，本公司對於新冠肺炎
疫情的相關賠付達人民幣2,320.14萬元，其中針對一線抗疫醫護人員賠付人民幣
1,079.44萬元。

本報告期內，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170.90億元，同比下降34.4%。截
至本報告期末，本公司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和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分別為272.15%

和281.57%。

下一步，本公司將繼續認真落實國家對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指示，圍繞「重振
國壽」戰略部署，堅持「以客戶為中心，以生產單元為重心，聚焦價值，聚焦大個
險」戰略內核，堅持「重價值、強隊伍、穩增長、興科技、優服務、防風險」經營方
針，扎實推進公司變革轉型，在價值創造、隊伍建設、改革創新、科技賦能、風險
防控等方面持續發力，努力推進「重振國壽」取得新進展。

2 總投資收益=淨投資收益＋投資資產買賣價差收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投資資產資產減值損失 
3 總投資收益率={[(總投資收益－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利息支出)/((上年末投資資產－上年末賣出回購金融資

產款－上年末衍生金融負債＋期末投資資產－期末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期末衍生金融負債)/2)]/91}×366
4 淨投資收益主要包含債權型投資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收入、股權型投資股息紅利收入、貸款類利息收

入、投資性房地產淨投資收益、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淨投資收益等。
5 淨投資收益率={[(淨投資收益－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利息支出 )/((上年末投資資產－上年末賣出回購金

融資產款＋期末投資資產－期末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2)]/9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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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註 本期金額（1-3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10 

對外捐贈 (33)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非經常性損益淨額 (17)

所得稅影響數 10 

少數股東應承擔的部分 –

合計 (30)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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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不包括
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
期損益的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取得的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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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至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A股股東：126,496戶

H股股東：27,058戶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期末

持股數量

持有
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
的股份數量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國有法人 68.37% 19,323,53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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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56% 723,937,634 – –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0.42% 119,719,900 –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2% 61,813,182 – –

匯添富基金－工商銀行－匯添富
－添富牛 53號資產管理計劃

其他 0.05% 15,015,845 – –

中國工商銀行－上證 50交易型
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05% 13,478,009 – –

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0.04% 12,400,000 – –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贏
科技驅動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04% 11,360,239 – –

阿布達比投資局 境外法人 0.04% 10,031,708 – –

股東情況的說明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為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為
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戶及其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持有。因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有關規則並不要求上述人士申報所持股份是否有質押及凍結
情況，因此HKSCC Nominees Limited 無法統計或提供質押或凍結的股份數量。

2. 匯添富基金－工商銀行－匯添富－添富牛53號資產管理計劃的資產託管人以
及中國工商銀行－上證5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的基金託管人均
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東間是否
存在關聯關係，也未知其是否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
行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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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至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
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 主要財務指標增減變動幅度及其原因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主要財務指標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資產總計 3,874,719 3,726,734 4.0% 保險業務和投資業務資產
的累積

負債合計 3,455,216 3,317,392 4.2% 保險合同準備金的增長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股東權益合計

413,715 403,764 2.5% 本報告期盈利的影響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
3個月期間

截至2019年
3月31日止
3個月期間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營業利潤 21,130 33,337 -36.6% 受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假
設更新及總投資收益下降
的綜合影響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7,090 26,034 -34.4% 受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假
設更新及總投資收益下降
的綜合影響



8

(2) 會計報表中產生重大變化的項目及其原因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主要財務指標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貨幣資金 72,038 55,082 30.8% 流動性管理的需要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31,305 4,467 600.8% 流動性管理的需要

應收保費 61,943 17,281 258.4% 續期保費的累積效應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63,700 118,088 -46.1% 流動性管理的需要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30,024 13,001 130.9% 短期險業務規模增長及
業務序時進度差異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
3個月期間

截至2019年
3月31日止
3個月期間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投資收益 51,729 38,940 32.8% 權益類資產投資收益增加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5,411) 13,945 不適用 受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市
值波動影響

退保金 7,740 15,019 -48.5% 部分產品退保減少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34,569 25,806 34.0% 公司業務增長及結構優化，
期交業務佣金增加

所得稅費用 3,760 7,116 -47.2% 公司利潤同比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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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A股上市前（截至2006年11月30日），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重組設立公司時投
入至公司的土地使用權中，權屬變更手續尚未完成的土地共4宗、總面積為10,421.12平方
米；投入至公司的房產中，權屬變更手續尚未完成的房產共6處、建築面積為8,639.76平
方米。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承諾：自公司A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內，中國人壽保險（集
團）公司協助公司完成上述4宗土地和6處房產的權屬變更手續，如屆時未能完成，則中
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承擔由於產權不完善可能給公司帶來的損失。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嚴格按照以上承諾履行。截至本報告期末，除深圳分公司的2

宗房產及相應土地因相關產權劃分不清的歷史原因暫未完成產權登記外，其餘土地、房
產權屬變更手續均已辦理完畢。公司深圳分公司持續正常使用上述未辦理權屬變更登記
的房產及相應土地，未有任何其他方對公司使用上述房產及相應土地提出任何質疑或阻
礙。

深圳分公司與其他產權共有人已向原產權人的上級機構就辦理物業確權事宜發函，請其
上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請國資委確認各產權共有人所佔物業
份額並向深圳市國土部門出具書面文件說明情況，以協助本公司與其他產權共有人辦理
產權分割手續。

鑒於上述2宗房產及相應土地使用權的權屬變更由產權共有人主導，在權屬變更辦理過
程中，因歷史遺留問題、政府審批等原因造成辦理進度緩慢，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人壽
保險（集團）公司重新作出承諾如下：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將協助本公司，並敦促產
權共有人盡快辦理完成上述2宗房產及相應土地使用權的權屬變更手續，如由於產權共
有人的原因確定無法辦理完畢，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將採取其他合法可行的措施妥
善解決該事宜，並承擔由於產權不完善可能給本公司帶來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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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
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告以中英文兩種語言公佈，在對兩種文體的說明上存在歧義時，以中文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邢家維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王濱、蘇恒軒、利明光
非執行董事： 袁長清、劉慧敏、尹兆君、王軍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祖同、白杰克、湯欣、梁愛詩

香港，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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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4.1 2020年3月31日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資產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資產：
貨幣資金 72,038 55,082 66,269 48,79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139,128 141,606 115,045 117,471

衍生金融資產 – 428 – 428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31,305 4,467 30,582 1,963
應收利息 41,945 41,455 41,157 40,855
應收保費 61,943 17,281 61,943 17,281
應收分保賬款 629 808 629 808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427 369 427 369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137 145 137 145
應收分保壽險責任準備金 521 483 521 483
應收分保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3,270 3,356 3,270 3,356
其他應收款 22,339 19,595 19,611 17,329
貸款 639,391 608,920 623,572 594,913
定期存款 550,771 535,260 544,092 528,75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42,394 1,058,957 1,018,592 1,037,629
持有至到期投資 954,504 928,751 953,639 927,892
長期股權投資 227,480 222,983 259,140 254,905
存出資本保證金 6,333 6,333 5,653 5,653
投資性房地產 12,807 12,141 4,638 3,914
在建工程 13,984 14,377 13,255 13,657
固定資產 36,170 36,343 34,397 34,545
使用權資產 3,349 3,520 3,100 3,272
無形資產 8,086 8,070 7,366 7,3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9 128 –  –  
其他資產 5,599 5,866 5,358 5,590
獨立賬戶資產 10 10 10 10    

資產總計 3,874,719 3,726,734 3,812,403 3,667,356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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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20年3月31日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負債及股東權益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負債：
短期借款 1,153 1,115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2,985 3,859 – –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63,700 118,088 58,638 113,189
預收保費 2,864 60,898 2,864 60,898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10,291 7,418 10,291 7,418
應付分保賬款 1,020 817 1,020 817
應付職工薪酬 12,303 12,223 11,047 11,048
應交稅費 3,235 897 2,889 409
應付賠付款 54,035 51,019 54,035 51,019
應付保單紅利 113,954 112,593 113,954 112,593
其他應付款 16,187 16,804 15,165 15,328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 277,341 267,794 277,341 267,794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30,024 13,001 30,024 13,001
未決賠款準備金 18,941 18,404 18,941 18,404
壽險責任準備金 2,595,089 2,386,130 2,595,089 2,386,130
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142,288 135,201 142,288 135,201
長期借款 19,106 18,930 – –
應付債券 34,990 34,990 34,990 34,990
租賃負債 2,951 3,091 2,711 2,842
遞延所得稅負債 5,472 10,330 6,266 10,714
其他負債 47,277 43,780 21,858 22,283
獨立賬戶負債 10 10 10 10    

負債合計 3,455,216 3,317,392 3,399,421 3,264,088    

股東權益：
股本 28,265 28,265 28,265 28,265
其他權益工具 7,791 7,791 7,791 7,791
資本公積 55,048 55,009 54,366 54,327
其他綜合收益 21,985 29,163 20,888 28,716
盈餘公積 75,161 75,161 75,113 75,113
一般風險準備 37,897 37,888 37,304 37,304
未分配利潤 187,568 170,487 189,255 171,75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合計 413,715 403,764    

少數股東權益 5,788 5,578    

股東權益合計 419,503 409,342 412,982 403,268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3,874,719 3,726,734 3,812,403 3,667,356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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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20年一季度利潤表（未經審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一、營業收入 337,772 312,226 336,859 310,383
已賺保費 289,518 257,552 289,518 257,552

保險業務收入 307,776 272,353 307,776 272,353

其中：分保費收入 1 1 1 1

減：分出保費 (1,293) (1,078) (1,293) (1,078)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6,965) (13,723) (16,965) (13,723)

投資收益 51,729 38,940 50,872 38,931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
投資收益 3,007 2,174 3,076 2,348

其他收益 15 12 12 12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5,411) 13,945 (4,575) 13,220

匯兌損益 58 188 121 (150)

其他業務收入 1,862 1,589 910 818

資產處置損益 1 – 1 –

二、營業支出 (316,642) (278,889) (315,768) (278,006)
退保金 (7,740) (15,019) (7,740) (15,019)

賠付支出 (35,530) (41,186) (35,530) (41,186)

減：攤回賠付支出 673 847 673 847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216,583) (176,232) (216,583) (176,232)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56) 160 (56) 160

保單紅利支出 (6,591) (5,775) (6,591) (5,775)

稅金及附加 (218) (139) (202) (117)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34,569) (25,806) (34,569) (25,806)

業務及管理費 (9,654) (8,256) (9,159) (7,737)

減：攤回分保費用 62 48 62 48

其他業務成本 (5,553) (5,502) (5,190) (5,160)

資產減值損失 (883) (2,029) (883) (2,029)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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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三、營業利潤 21,130 33,337 21,091 32,377    

加：營業外收入 12 25 9 24

減：營業外支出 (60) (50) (57) (50)    

四、利潤總額 21,082 33,312 21,043 32,351    

減：所得稅費用 (3,760) (7,116) (3,540) (6,982)    

五、淨利潤 17,322 26,196 17,503 25,369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17,322 26,196 17,503 25,369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7,090 26,034

少數股東收益 232 162

六、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0.60元 人民幣0.92元
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0.60元 人民幣0.92元

4.2 2020年一季度利潤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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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七、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7,200) 23,082 (7,828) 22,98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7,178) 23,080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7,081) 23,080 (7,731) 22,98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損益 (3,096) 34,802 (3,792) 34,679

減：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
轉入損益的淨額 (7,654) (3,003) (7,605) (2,97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變動計入保單紅利部分 2,694 (9,268) 2,694 (9,268)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839 666 951 666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136 (117) 21 (116)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97) – (97) –

權益法下不能轉損益的其他
綜合收益 (97) – (97) –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
淨額 (22) 2      

八、綜合收益總額 10,122 49,278 9,675 48,353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9,912 49,11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210 164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4.2 2020年一季度利潤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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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20年一季度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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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87 187,527 204,687 187,527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9,691 8,861 9,691 8,861

收到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現金淨額 – 6,937 750 9,324

收到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負債現金淨額 181 – – –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439 2,957  1,123 2,006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16,998 206,282  216,251  207,718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等款項的現金 (40,254) (54,821)  (40,254) (54,821)

支付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176) (222)  (176)  (222)

支付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31,696) (23,040) (31,696)  (23,040)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1,637) (2,665) (1,637) (2,665)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5,912) (6,150) (5,640) (5,873)

支付的各項稅費 (4,947) (1,755)  (4,381) (1,435)

支付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現金淨額 (683) – – –

支付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負債現金淨額 – (729) –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6,384) (5,135) (5,959) (4,77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91,689) (94,517) (89,743) (92,83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5,309 111,765 126,508 114,885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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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225,176 287,661 221,265 282,157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34,741 37,152 34,102 35,827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收回的現金淨額 2 – 2 –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
淨額 591 1,419 953 1,432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60,510 326,232 256,322 319,416    

投資支付的現金 (283,748) (277,277) (273,907) (271,479)

保戶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4,461) (7,094) (4,461) (7,094)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支付的現金 (1,738) (1,808) (1,706) (1,617)

支付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現金淨額 (27,118) (22,211) (28,619) (22,78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17,065) (308,390) (308,693) (302,97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6,555) 17,842 (52,371) 16,444    

4.3 2020年一季度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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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4,479 2,625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
的現金 4,479 2,625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24 34,988 – 34,988

收到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132 –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603 37,745 – 34,988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2,107) (904) (1,871) (749)

支付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額 (53,743) (150,076) (54,551) (149,963)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549) (197) (263) (182)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6,399) (151,177) (56,685) (150,89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1,796) (113,432) (56,685) (115,906)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額 16 (105) 23 (91)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6,974 16,070 17,475 15,332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3,306 50,809 48,802 47,904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70,280 66,879 66,277 63,236    

4.3 2020年一季度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王濱 黃秀美 利明光 胡錦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 總精算師 會計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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