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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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碼：2628）

2018年第三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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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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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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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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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會議於 2018年 10月 25日審議通過《關於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
報告的議案》，會議應出席董事 12人，實際出席董事 9人。執行董事林岱仁、許恒平、徐
海峰，非執行董事劉慧敏、蘇恒軒，獨立董事張祖同、Robinson Drake Pike（白杰克）、
湯欣、梁愛詩現場出席會議；董事長、執行董事楊明生因其他公務無法出席會議，書面委
託執行董事林岱仁代為出席、表決並主持會議；非執行董事袁長清、尹兆君因其他公務無
法出席會議，分別書面委託非執行董事蘇恒軒、劉慧敏代為出席並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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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本公司董事長楊明生先生、主管會計工作的副總裁趙立軍先生、總精算師利明光先生及會
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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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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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6,499 2,897,591 7.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百萬元） 330,385 320,933 2.9%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元 /股） 11.41 11.08 3.0%

年初至報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百萬元） 76,433 179,789 -57.5%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 /股） 2.70 6.36 -57.5%

年初至報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百萬元） 540,967 547,665 -1.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百萬元） 19,869 26,825 -25.9%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百萬元） 20,049 26,902 -25.5%

每股收益（基本與稀釋）（元 /股） 0.69 0.94 -26.2%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94 -25.7%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6.13 8.68 下降 2.55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6.18 8.70 下降 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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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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前三季度，面對嚴峻複雜的外部形勢，本公司堅持戰略定力和戰術靈活，按照高
質量發展要求，穩步推進各項工作。一是市場領先地位穩固，續期保費拉動效應顯現。
2018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實現保費收入 1人民幣 4,685.34億元，同比增長 4.1%，繼續保持
市場領先地位。其中，本公司實現續期保費收入人民幣 3,162.85億元，同比增長 28.7%，
續期拉動效應明顯。二是產品多元化策略深入推進，業務結構不斷優化。長險首年保費中
前五大險種保費收入佔比同比下降17.4個百分點，長期保障型業務較快增長。截至2018年
9月 30日，退保率為 4.45%。三是銷售隊伍量穩質升，銷售轉型效果初現。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公司銷售隊伍規模達 183萬人，與 2018年 6月底基本持平，其中，個險渠道隊伍
規模達145.5萬人，較2018年6月底增長1.4萬人。隊伍質態向好，月均保障型產品銷售人
力同比增長 49.7%。四是固定收益資產配置良好，權益投資收益承壓。截至 2018年 9月 30
日，本公司投資資產為人民幣 27,877.21億元。2018年第三季度，本公司繼續把握利率相
對高位窗口，加大對長久期固定收益資產的投資力度；不斷優化權益資產配置結構。但受
境內股票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公開市場權益類資產收益顯著減少。2018年前三季度，總
投資收益率 2為 3.32%，同比下降 1.80個百分點；淨投資收益率 3為 4.60%，同比下降 0.39
個百分點。受資本市場持續下滑的影響，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198.69億
元，同比下降25.9%。五是綜合實力增強。截至2018年9月30日，本公司總資產達人民幣
31,164.99億元，較 2017年底增長 7.6%，居行業首位。本公司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和綜合
償付能力充足率均為 262.17%。

1 保費收入與利潤表中的保險業務收入口徑一致。
2 總投資收益率 ={[(總投資收益－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利息支出 ) /((期初投資資產－期初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期

初衍生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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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65
3 淨投資收益率 ={[ (淨投資收益－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利息支出 ) / ( (期初投資資產－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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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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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本公司將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按照公司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堅持「重價值、
強隊伍、優結構、穩增長、防風險」的經營方針，圍繞年度目標扎實工作，積極做好 2018
年收官工作。同時，科學謀劃部署 2019年各項工作，凝心聚力，勇毅攀登，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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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額（7-9月）
年初至報告期末
金額（1-9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1 14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16 33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非經常性損益淨額 (112) (284)

所得稅影響數 21 59

少數股東應承擔的部分 1 (2)

合計 (63) (180)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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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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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A股股東 135,112戶
H股股東 28,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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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 7,321,787,185 – –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56% 723,712,461 – –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0.42% 119,719,9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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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0% 29,277,307 – –

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國有法人 0.07% 18,452,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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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1,652 – –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國有法人 0.04% 12,400,000 – –

全國社保基金四零七組合 國有法人 0.03% 9,449,7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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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在本公司 2006年 12月A股首次公開發行中通過
戰略配售成為本公司前十大股東，其持有的戰略配售股份限售期為 2007年 1月 9日至 2008年
1月 9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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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匯添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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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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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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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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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資產總計 3,116,499 2,897,591 7.6% 保險業務和投資業務資產的累積
負債合計 2,781,321 2,572,281 8.1% 保險責任準備金的增長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股東權益合計

330,385 320,93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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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營業利潤 25,360 32,679 -22.4% 受境內資本市場波動加劇影響，公開
市場權益類收益顯著減少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9,869 26,825 -25.9% 受境內資本市場波動加劇影響，公開
市場權益類收益顯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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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貨幣資金 67,579 50,189 34.6% 流動性管理的需要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6,126 36,184 -83.1% 流動性管理的需要
應收保費 31,986 14,121 126.5% 續期保費的累積效應
投資性房地產 7,035 3,064 129.6% 新增投資性房地產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19,626 87,309 37.0% 流動性管理的需要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20,231 12,289 64.6% 短期險業務規模增長及業務時間分佈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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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 增減幅度 主要原因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5,412) 4,557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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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減值損失 5,596 2,189 155.6% 符合減值條件的權益類投資資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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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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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敦促產權共有人儘快辦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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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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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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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林岱仁、許恒平、徐海峰
非執行董事： 袁長清、劉慧敏、尹兆君、蘇恒軒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祖同、白杰克、湯欣、梁愛詩

香港，2018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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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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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4.1 2018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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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8年

9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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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79 50,189 64,210 44,17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159,345 136,808 146,082 127,543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6,126 36,184 6,084 35,760

 應收利息 50,397 50,395 49,944 50,044

 應收保費 31,986 14,121 31,986 14,121

 應收分保賬款 21 64 21 64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606 527 606 527

 應收分保未決賠款準備金 198 104 198 104

 應收分保壽險責任準備金 285 281 285 281

 應收分保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2,629 2,070 2,629 2,070

 其他應收款 10,311 22,078 9,219 20,967

 貸款 432,111 383,504 428,422 381,253

 定期存款 452,569 449,400 446,763 444,27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75,307 810,734 863,127 797,108

 持有至到期投資 781,316 717,037 780,540 716,346

 長期股權投資 173,619 161,472 185,095 171,537

 存出資本保證金 6,333 6,333 5,653 5,653

 投資性房地產 7,035 3,064 1,361 1,401

 在建工程 20,295 16,696 16,829 10,951

 固定資產 25,495 25,384 24,299 24,743

 無形資產 8,033 6,406 7,344 5,694

 其他資產 4,894 4,728 4,764 4,577

 獨立賬戶資產 9 12 9 12
    

資產總計 3,116,499 2,897,591 3,075,470 2,85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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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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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18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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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8年
9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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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780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 2,970 2,529 – –
 衍生金融負債 1,563 – 1,563 –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19,626 87,309 116,894 85,316
 預收保費 2,642 18,505 2,642 18,505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4,798 5,659 4,798 5,659
 應付分保賬款 1,112 790 1,112 790
 應付職工薪酬 7,019 10,962 6,129 10,103
 應交稅費 3,820 6,887 3,671 6,720
 應付賠付款 49,291 44,820 49,291 44,820
 應付保單紅利 82,578 83,910 82,578 83,910
 其他應付款 10,841 10,254 9,893 9,722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 252,972 232,488 252,972 232,488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20,231 12,289 20,231 12,289
 未決賠款準備金 15,211 13,778 15,211 13,778
 壽險責任準備金 2,058,961 1,915,324 2,058,961 1,915,324
 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 101,064 83,742 101,064 83,742
 長期借款 19,354 18,014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85 4,871 2,967 4,501
 其他負債 23,261 19,358 15,708 13,047
 獨立賬戶負債 9 12 9 12

    

負債合計 2,781,321 2,572,281 2,745,694 2,54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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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30 55,142 54,073 54,485
 其他綜合收益 (2,055) (3,544) (2,216) (4,335)
 盈餘公積 66,754 63,536 66,706 63,488
 一般風險準備 30,637 30,541 30,172 30,172
 未分配利潤 144,263 139,202 144,985 138,619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合計 330,385 320,933
    

 少數股東權益 4,793 4,377
    

股東權益合計 335,178 325,310 329,776 318,485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3,116,499 2,897,591 3,075,470 2,85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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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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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三季度利潤表（未經審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一、營業收入 540,967 547,665 539,798 545,095
已賺保費 457,295 438,937 457,295 438,937
 保險業務收入 468,534 449,992 468,534 449,992
  其中：分保費收入 5 3 5 3
 減：分出保費 (3,376) (2,737) (3,376) (2,737)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7,863) (8,318) (7,863) (8,318)
投資收益 83,870 99,306 83,623 98,460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6,150 5,768 6,141 5,653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5,412) 4,557 (5,199) 4,473
匯兌損益 (411) 9 318 (332)
資產處置收益 18 2 18 1
其他收益 19 11 14 7
其他業務收入 5,588 4,843 3,729 3,549

二、營業支出 (515,607) (514,986) (513,916) (513,863)
退保金 (107,826) (85,651) (107,826) (85,651)
賠付支出 (143,524) (162,180) (143,524) (162,180)
減：攤回賠付支出 1,642 1,012 1,642 1,012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162,355) (165,836) (162,355) (165,836)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657 481 657 481
保單紅利支出 (11,706) (15,914) (11,706) (15,914)
稅金及附加 (512) (501) (444) (475)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48,452) (49,581) (48,452) (49,581)
業務及管理費 (23,528) (22,017) (22,089) (20,754)
減：攤回分保費用 196 548 196 548
其他業務成本 (14,603) (13,158) (14,434) (13,324)
資產減值損失 (5,596) (2,189) (5,581) (2,189)

    

三、營業利潤 25,360 32,679 25,882 31,232
    

加：營業外收入 43 53 32 53
減：營業外支出 (317) (169) (317) (166)

    

四、利潤總額 25,086 32,563 25,597 31,119
    

減：所得稅費用 (4,778) (5,346) (4,519) (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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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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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五、淨利潤 20,308 27,217 21,078 26,022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20,308 27,217 21,078 2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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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9 26,825
少數股東收益 439 392

六、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0.69元 人民幣0.94元
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0.69元 人民幣0.94元

七、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510 (764) 2,119 (1,558)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489 (742)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489 (742) 2,119 (1,55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8,314) (2,873) (7,496) (3,518)
  減：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
     的淨額 10,720 1,748 10,718 1,74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計入
     保單紅利部分 (1,750) 668 (1,750) 668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632 32 520 (287)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201 (317) 127 (167)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 –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21 (22)

    

八、綜合收益總額 21,818 26,453 23,197 24,46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21,358 26,083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460 370

4.2 2018年三季度利潤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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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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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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9月 2017年7-9月 2018年7-9月 2017年7-9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一、營業收入 133,795 146,233 133,557 145,102
已賺保費 108,310 102,667 108,310 102,667
 保險業務收入 108,052 104,025 108,052 104,025
  其中：分保費收入 2 2 2 2
 減：分出保費 (943) (975) (943) (975)
   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201 (383) 1,201 (383)
投資收益 24,480 41,035 24,082 40,406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2,014 2,103 1,853 1,844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152) 844 (106) 1,044
匯兌損益 (513) 51 194 (154)
資產處置收益 11 3 11 2
其他收益 11 2 10 2
其他業務收入 1,648 1,631 1,056 1,135

二、營業支出 (130,049) (129,537) (129,588) (129,148)
退保金 (7,713) (12,632) (7,713) (12,632)
賠付支出 (47,932) (38,284) (47,932) (38,284)
減：攤回賠付支出 714 423 714 423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 (43,263) (46,481) (43,263) (46,481)
減：攤回保險責任準備金 107 138 107 138
保單紅利支出 (2,394) (7,838) (2,394) (7,838)
稅金及附加 (113) (131) (105) (125)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2,745) (12,767) (12,745) (12,767)
業務及管理費 (7,777) (7,568) (7,277) (7,076)
減：攤回分保費用 59 240 59 240
其他業務成本 (4,665) (4,135) (4,714) (4,244)
資產減值損失 (4,327) (502) (4,325) (502)

    

三、營業利潤 3,746 16,696 3,969 15,954
    

加：營業外收入 19 12 15 13

減：營業外支出 (126) (74) (126) (74)
    

四、利潤總額 3,639 16,634 3,858 15,893
    

減：所得稅費用 (34) (1,909) 59 (1,836)
    

4.2 2018年三季度利潤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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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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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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9月 2017年7-9月 2018年7-9月 2017年7-9月
項目 本集團 本集團 本公司 本公司

五、淨利潤 3,605 14,725 3,917 14,057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3,605 14,725 3,917 1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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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 14,583
少數股東收益 159 142

六、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0.12元 人民幣0.51元
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0.12元 人民幣0.51元

七、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3,759 (376) 2,909 (17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3,740 (367)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3,740 (367) 2,909 (17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3,058) 750 (3,600) 939
  減：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
     的淨額 7,401 (1,511) 7,391 (1,5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計入
     保單紅利部分 (945) 521 (945) 521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3 (15) 4 (15)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339 (112) 59 (110)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 –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9 (9)

    

八、綜合收益總額 7,364 14,349 6,826 13,88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7,186 14,216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78 133

4.2 2018年三季度利潤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15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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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018年三季度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2018年1-9月 2017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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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88 405,749 435,288 405,749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20,860 35,751 20,860 3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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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879 – 8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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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 1,356 – –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7,372 5,205 3,740 3,670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64,418 528,940 459,888 526,824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等款項的現金 (246,874) (243,538) (246,874) (243,538)

支付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1,174) (371) (1,174) (371)

支付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49,313) (47,959) (49,313) (47,959)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15,348) (16,819) (15,348) (16,819)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6,275) (14,012) (15,381) (13,336)

支付的各項稅費 (12,177) (6,205) (11,499) (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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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6) – (24,675)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8,488) (20,247) (16,398) (19,765)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87,985) (349,151) (380,662) (347,42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6,433 179,789 79,226 17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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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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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2018年1-9月 2017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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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771 676,688 418,781 658,984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98,111 94,099 92,741 90,845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收回的現金淨額 66 823 66 823

收到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現金淨額 30,058 11,982 29,676 11,681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 – 351 92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47,006 783,592 541,615 762,425
    

投資支付的現金 (588,831) (915,924) (583,792) (894,291)

保戶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25,169) (8,753) (25,169) (8,753)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支付的現金 (10,650) (6,726) (9,437) (5,29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775) –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99) (399) – –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25,724) (931,802) (618,398) (908,34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8,718) (148,210) (76,783) (145,918)
    

4.3 2018年三季度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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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生 趙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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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2018年1-9月 2017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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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 1,126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1,562 1,126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730 149 – –

收到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額 32,317 – 31,578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4,609 1,275 31,578 –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 (28,000) – (28,00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14,713) (12,162) (14,108) (10,582)

支付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現金淨額 – (5,596) – (6,991)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12) – – –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5,025) (45,758) (14,108) (45,573)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584 (44,483) 17,470 (45,573)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額 (3) (4) 121 14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減少）額 17,296 (12,908) (20,034) (12,074)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8,586 67,046 44,186 62,606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65,882 54,138 64,220 50,532
    

4.3 2018年三季度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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