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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 (2628 HK; 18.14 港元; 目标价: 21.5 港元)  
弹性品种  可持续盈利能力仍有挑战    
 
净利润同比增长 129%，来自优秀的投资业绩和贝塔属性 
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376 亿元，同比增长 129%。其中总投资收益率为 5.78%，同比提高 200bp；综合投资

收益率为 8.24%，同比提高 463bp；投资收益大幅增长来自于上半年股市上涨和公司准确的机会判断。此外，

受益于所得税政策调整，公司所得税负大幅度下降，其中来自于 2018 年一次性退税 51.5 亿元。截止 6 月底，

公司剩余边际余额为 7422 亿元，较年初增长 8.5%，同比增长 13.6%，决定了未来中长期潜在利润增长中枢；

但因为公司仍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未来业绩仍将保持较大的波动性，属于保险板块的弹性品种。 
 
公司渠道结构和缴费结构显著优化，期待利源结构未来有所转变 
最近几年，公司强调价值增长，重视营销渠道，提升期缴占比，带来了公司续期保费较快速增长。公司上半年

已基本放弃趸交业务，实现首年期缴保费 831 亿元，同比增长 1.7%；其中 10 年期及以上首年保费为 380 亿

元，同比增长 68%，整体缴费结构大幅度改善，也带动新业务价值率显著提高。公司健康险首年期缴保费为

55.2 亿元，同比增长 17.3%，取得了较快增速，但占比还比较低。期待公司在考核上重视负债端成本和保本点

的控制，在利源结构上加大力度转型。 
 
核心竞争力在于覆盖全国城乡、规模持续领先的 190 万人销售队伍 
在既有城乡优势、销售队伍规模优势基础上，公司新一届管理层围绕“重振国寿”的战略目标，加强市场化考

核，提升服务能力，重视科技运用，驱动业务快速增长。公司上半年实现新业务价值 345.7 亿元，同比增长

22.7%，是在 2018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23.7%的基础上实现的。 
 
风险因素 
利率中长期趋势性下行；明年公司利润和保单销售增长面临压力  
 
建议关注 
虽然公司 2019 年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弹性，但未来可持续盈利能力仍有挑战，预计未来两年 ROE中枢水平为

10%左右。目前公司 A/H 股股价对应的公司 2019 年 P/EV 分别为 0.93/0.53 倍，PB 分别为 2.1/1.2 倍。作为保

险板块的弹性品种，暂看不到贝塔机会，建议投资者关注。(根据中报数据，略调整每股内含价值预测+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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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