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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险 (2328 HK; 7.88 港元; 目标价: 9.1 港元)  
估值安全  短期防御且改善品种    
 
严监管的短期阵痛正在减小，预计 2 季度起公司盈利能力开始改善 
银保监会在去年 3 季度推行了车险手续费“报行合一”政策，带来了行业短期剧痛。经过连续 3 个季度的承保

端压力，目前手续费率已显著下降，其他费用的上升趋势也有所缓解。通过手续费率下降，直接减轻了公司的

所得税水平；在其他费用可控的情况下，预计公司 2 季度起盈利能力将明显改善。 
 
股价充分调整，目前公司 2019 年 PB 为 0.98 倍，估值安全且具有防御属性 
在 1 月份调低公司承保端盈利预测后，我们预计公司未来三年 ROAE 为 13-14%左右，目前估值水平配置具有

长期较高的复利回报。从边际因素看，车险保费低增长、承保盈利压力、投资端波动等因素都已在估值中反

映，基本面继续更差概率比较低，具有较好的防御属性。 
 
今年可能利好因素：期待手续费抵税政策调整、2019 年税负显著改善 
由于车险手续费超过抵税上限，导致 2017 年 4 季度以来所得税同比大幅增长。但手续费率上升是在监管推动

商车费改的正常结果，原来费用抵税上限已不符合行业客观情况，我们期待今年相关抵税政策有所调整。 
 
长期需要观察因素：车险自主定价全国推开，车险市场规模萎缩 
去年 9 月 1 日，广西、青海和陕西三个区域启动车险自主定价改革试点。2019 年车险自主定价改革如果全国

推开，可能带来全行业车均保费继续明显下降；在新车销售同比负增长的背景下，可能导致车险总保费规模萎

缩。 
 
风险提示 
股市下跌、利率中长期下行、新车销售持续低迷。 
 
建议关注 
估值安全+短期防御+业绩逐步改善，期待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盈利能力提高。目前公司为 2019 年 0.98 倍 PB，
2019 年盈利同比改善可能带来阶段性机会，预计目前已是比较好的配置时点，建议投资者关注。我们根据最

新财报数据，略调整公司业绩预测，2019/20 年分别提高 5.3%/6.4%，增加 2021 年预测，预计 2019-21 年

EPS 分别为 0.93/1.03/1.13 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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