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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保險市場 2017 年保費資料點評 

  壽險行業集中度回升;財產險非車業務向好  
  

 壽險行業：保費增速穩中趨緩；保障水準快速提高。2017 年，人身險公司保
持較快發展，原保費收入同比增長 20.04%，達到人民幣 2.6 萬億元。隨著保
監會強監管、治亂象，雖然原保費收入增速放緩，同比下降 16.7 個百分點；
但是保險行業回歸本源，為全社會提供風險保障 4,154萬億元，同比增長 75%，
保額增速高於行業業務增速 55 個百分點。儘管行業回歸保障令開門紅時期保
費收入承壓，然而人身險公司業務結構持續優化，2017 年新單期交業務同比
增長 35.71%，占新單業務的 37.59%，提升 6.94 個百分點，預計保費收入增
長將逐漸由躉交推動轉向續期拉動，2018 年人身險公司業務增長仍將維持穩
中趨緩態勢。 

 壽險行業集中度回升。保監會強監管、治亂象，對各人身險公司影響不一。上
市壽險公司由於長期聚焦保障類業務、期交業務和行銷員管道建設，受衝擊最
小。其中，中國平安、中國太保、中國太平原保費收入增速分別為 34%、
27%、21%，超過行業增速 14、7、1 個百分點。上市壽險公司的市場集中度
止跌回升：2016 年，上市壽險公司原保費收入合計占人身險公司的 53%；
2017 年，上市壽險公司市場份額步出穀底，由一季度的 48%逐步回升至年末
的 53%，與 2016 年末持平，終止了自 2014 年以來加速下滑的趨勢。受衝擊
最大的人身險公司中，富德生命人壽 11M17 保費同比縮水 23%，市場份額排
名由 2016 年末的第 8 下降至 11M17 的第 10；長城和渤海人壽保費分別縮水
28%和 33%，排名由 36、37 位下滑至 45、49 位。而泰康人壽排名由 2016
年的第 10 位大幅提升至 11M17 的第 5 位。長遠而言，強監管有利於人身險
公司健康競爭、行業穩定發展。 

 開門紅保費收入料將承壓。134 號文要求：(1)年金保險產品首次給付應在保
單生效滿 5 年之後；(2)每年給付或部分領取比例不得超過已交保險費的 20%；
(3) 保險公司不得以附加險形式設計萬能型保險產品。2018 年開門紅，保險公
司紛紛推出合規型年金產品。由於快速返還、高現金價值產品受限，險企試圖
通過差異化競爭策略以增加產品吸引力。中國人壽、泰康人壽開門紅產品捆綁
銷售養老社區入住資格；中國人壽、新華保險可附加醫療保障；中國平安、中
國太保推出針對子女教育需求的保險產品組合；中國太平則通過保額分紅的設
計增加產品現金價值。然而宏觀經濟向好、銀行等管道理財產品收益率提升，
年金產品理財靈活度被弱化、競爭力不強，2018 年開門紅階段保費收入增速
料將下滑。 

 財產險行業：宏觀經濟企穩，利好非車業務。2013 年以來，隨著汽車消費增
長放緩，車險業務同比增速逐漸趨於平緩，由 2013年的18%逐步下降至2016
年的 10.2%。2017 年，財產險公司車險業務原保費收入 7,521.07 億元，同比
增長 10.04%；而與宏觀經濟相關性較強的非車險業務原保費收入 3,020.31 億
元，同比增長 24.21%，超過車險業務增速 14.17 個百分點，在財產險業務中
的占比達到 28.65%，提升 2.41 個百分點。在宏觀經濟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預
計財產險業務發展動力將主要來自非車險業務。其中，農業保險已成為產險業
務第二大險種，11M17 原保費收入 452.49 億元，占比 5.1%；食品安全、環
境保護、醫療責任、安全生產等責任險得到國務院立法推動；服務實體經濟亦
催生出一系列新的保險產品。 

 上市財產險公司保費收入增速回升。2015 年，商車費改啟動，2016 年在全國
實施，車險市場競爭加劇，上市財產險公司保費收入增速一度下降。然而
2017 年，中國平安、中國太平保費收入增速均為 21%，超過行業增速 7 個百
分點；中國財險、中國太保保費收入增速為 13%、9%，分別較 2016 年回升
3 個百分點及 7 個百分點。二次費改雖或令 2018 年車均保費承壓，但將利好
定價及風險管控能力更強的大型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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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平安、太保、太平保費收入增速超過行業增速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2: 保險行業風險保障水準提高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3: 保費收入前十名的壽險公司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4：上市壽險公司市場份額 2017 年止跌進入回升通道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5: 上市壽險公司 2018 年開門紅產品比較 

 

資料來源：公司，招銀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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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財產險公司非車險業務增速隨宏觀經濟復蘇而回升 

 

資料來源：萬得，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7: 財產險公司非車險業務保費收入占比提升 

 

資料來源：萬得，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8: 平安、太平保費收入增速超過財產險行業增速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圖 9: 上市財產險公司市場份額保持平穩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招銀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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