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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资料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财险”或“公司”)准备，未经过独立审核。

除历史事实陈述外，本材料中包含了一些前瞻性陈述。该等陈述通常涉及一些已知和未知的风险

与不明朗因素，而这些因素大部分不受公司控制。公司不保证本资料所含信息的准确性、公正性

和完整性，亦没有义务在将来对本资料中任何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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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收 益 小 幅 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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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期业绩概览

业 务 实 现 快 速 增 长

2774.08亿元
总保费收入

34.4%
市场份额

承 保 盈 利 大 幅 增 长

82.46亿元
承保利润

96.0%
综合成本率

142.31亿元
总投资收益

5.3%
年化总投资收益率

整 体 盈 利 快 速 增 长

282.25亿元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资 产 规 模 稳 步 增 长

7664.61亿元
总资产

2097.42亿元
净资产

偿 付 能 力 保 持 充 足

208.3%
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

236.3%
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

190.41亿元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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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主要工作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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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六大战略服务 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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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智慧交通

服务健康养老

服务绿色环保

服务社会治理

服务科技创新

服务乡村振兴
“乡村保”保费收入170.75亿元，为9995万户
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三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保费收
入88.87亿元，覆盖13个省
农险总保费收入367.21亿元，同比增长23.8%

加快推动车险产品创新，契合新能源、智
能网联等交通发展新趋势，完善车险保障
升级警保联动，覆盖4个直辖市和332个地
市，服务人民群众近530万人次

承办社保项目1210个，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283个地市，服务7.8亿人次，社保业
务保费收入505.48亿元，同比增长10.4%
开办惠民保项目44个，服务人数超4300万

环境污染责任险、双碳保险等绿色保险保额同比
增长21.6%，为10331家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新能源车承保数量182.77万辆
电动自行车保险为369.6万客户提供保障

开展首台套、知识产权、科技保险等业务，         
为2562家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高新技术贷款保证险等业务，
帮助1418家科技型企业获得融资

开展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责任险业务，       
为35.28万家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完善综治保险产品体系，加大业务推广力度，综
治保险已基本全国覆盖
巨灾保险已在13个省市落地

       公司积极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为实体经济提供
有力保障和支持。上半年
公司累计承担保险责任金
额980余万亿元，同比增
长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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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为中心提升保险温度，客户黏性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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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险续保率73.0%，
同比提升1.7ppts

家自车续保率75.5%，
同比提升1.4ppts

95518客服代表               
服务满意率99.9%

首次联络问题解决率85.4%

个人客户数量达到1.16亿人，
较年初增长3.4%

团体客户数量达384.59万个，
较年初增长2.1%

客户数量
稳定增长

服务能力
持续增强

续保率
持续提升

数字化转型
取得新成效

家自车客户绑定率94.8%，            
较年初提升1.3ppts

分散型非车客户绑定率81.6%，      
较年初提升5.6ppts

「中国人保」APP、微信公众号等  
线上平台服务客户超664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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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彰显金融央企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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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服务

首席承保中星6D、中海油融风风电等重大工程，
中国电建越南金瓯海上风电等“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积极应对东航、藏航、南方暴雨洪涝灾害、四川地震等重大灾害事故

全力支持国家防疫大局，积极助力复工复产，
升级抗疫系列产品，服务货运物流保通保畅，服务中小企业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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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经营分析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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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实现快速增长，市场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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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盈利大幅增长，综合成本率优于行业

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1.2ppts
承保利润同比增长52.5%

97.2%
96.0%

综合成本率

(人民币百万元)

承保利润

费用率同比下降1.0ppt

71.7% 71.5%

2021H1 2022H1

赔付率同比下降0.2ppts
5,406 

8,246 

2021H1 2022H1

25.5% 24.5%

2021H1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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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实现稳步增长，综合成本率优于行业

120,755 
128,808 

2021H1 2022H1

（人民币百万元）

车险总保费收入同比增长6.7%

26.3% 25.7%

70.4% 69.7%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车险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1.3ppts

96.7%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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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家自车业务，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家自车续保率同比提升1.4ppts汽车险续保率同比提升1.7ppts

71.3% 73.0%

2021H1 2022H1

家自车承保数量同比增长6.8% 家自车承保数量占比同比提升1.6ppts

74.1% 75.5%

2021H1 2022H1

2021H1 2022H1

80.6% 82.2%

2021H1 2022H1



2022年中期业绩

15

非车险保持快速增长，综合成本率同比改善

（人民币百万元）

非车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12.7%

24.0% 22.5%

73.9% 74.3%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非车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1.1ppts

97.9% 96.8%

131,871 
148,600 

2021H1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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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健康险

（人民币百万元）

意外健康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14.7%

持续巩固社保业务优势

积极发展惠民保业务

不断提升家自车客户意外险渗透率

16.7% 18.1%

84.9% 82.7%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意外健康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0.8ppts

101.6% 100.8%

60,036 
68,882 

2021H1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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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险

（人民币百万元）

农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23.8%

21.1% 11.8%

75.8%
77.5%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农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7.6ppts

96.9%
89.3%

农险扩面增品提标，持续提高 障力度加大产品创新，丰富优化产品供给公司农险继续 持 场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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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险

（人民币百万元）

责任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2.1%

35.3% 34.4%

63.1% 71.0%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责任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上升7.0ppts

98.4%
105.4%

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加强承保风险管控，优化业务结构

18,876 19,265 

2021H1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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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企财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1.3%

服务企业风险保障需求

大力发展优质业务

强化高风险业务管控

40.4% 38.2%

57.5% 55.4%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企财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4.3ppts

97.9% 93.6%

19

企财险

10,121 10,252 

2021H1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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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1,0781,557

1,596

2021H1 2022H1

融资性信用保证险 非融资性信用保证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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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证险

（人民币百万元）

信用保证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129.9%

28.1% 34.4%

61.5%
29.0%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信用保证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26.2ppts

89.6%

63.4%

加强风险管控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积极服务实体经济

1,163

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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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货运险总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2.0%

积极把握市场机遇

加大业务开拓力度

41.0% 33.3%

41.7% 58.1%

2021H1 2022H1

费用率 赔付率

货运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上升8.7ppts

82.7%
91.4%

21

货运险

2,529 2,580 

2021H1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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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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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充足，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145,199

170,995

2021.6.30 2022.6.30

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
同比增长17.8%

(人民币百万元)

37.4%

41.6%

2021.6.30 2022.6.30

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比例
同比上升4.2p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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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投资分析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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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投资资产组合保持稳健

注: 1) 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主要为人民币，包含三个月以内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其他投资”包括投资物业、资本保证金等。

固定收益投资
56.9%

权益类证券和
共同基金
25.9%

联营及合营公司投资
10.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4.3%

其他投资
2.4%

534,072 544,775

2021.12.31 2022.6.30

(人民币百万元)

总投资资产较年初增长2.0% 投资资产组合保持稳健

20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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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投资收益同比增长，总投资收益小幅下降

3,543 1,797 

1,877 
1,937 

9,746 
10,497 

2021H1 2022H1

已实现及未实现的投资净收益
应占联营及合营公司收益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净投资收益）

14,23115,166

(人民币百万元)

总投资收益 年化投资收益率

2022H1 2021H1 同比变化

总投资收益率 5.3% 5.9% -0.6ppts

净投资收益率 3.9% 3.8% 0.1p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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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主要举措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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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05

下半年主要举措

06

创新保险供给，推动六大战略服务
取得扎实成效，加快推进以客户为
中心的产品服务创新，在保市场主
体、服务新市民、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助力疫情防控、促进扩大内需
等业务领域实现新突破，推动稳经
济政策落地见效。

面向个人客户，加强车险、驾意险、
惠民保、高端医疗险、家财险等领
域的产品服务创新，推动渠道产品
专属化，加大随车销售推动力度，
做好惠民保业务二次开发，提升互
联网业务拓展能力。

面向法人客户，加大渠道专属产品
研发力度，推行“产品经理/独立核
保人”运行机制，实施业务结构优
化调整，强化团队建设和项目落地，
优化商团经营模式，实现团队、产
品、服务的有机融合。

面向政府客户，加强完全成本保险、
收入保险、地方特色农险、慢病保
险等领域的产品供给升级，推进农
网队伍向主要发展非农业务转型，
强化团队管理，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粮食安全战略
和健康中国战略。

加强科技赋能和风险防控，以IT技
术应用引领管理升级，深化与一线
实务融合；持续完善内控合规体系，
加强风险排查和应对处置，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夯实可持
续发展的经营基础。

优化资产组合，严控权益类资产总
体规模，精选股权项目；维持固定
收益类资产占比，信用风险不下沉；
积极配置金融产品与银行存款，进
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稳定投资
收益。

0807

01 03 0401 02

深化事业部运营模式变革，规范事
业部内部权责划分，基于部门职责
建立产品部门和渠道部门费用配置
和调整机制，推进业务管理委员会
制度，建立跨事业部业务协调机制，
构建产品创新和前线销售的良性互
动机制。

强化成本管控，完善理赔垂直管理
和集中运营，强化车险通赔管理，
加大理赔科技应用和系统刚性管控，
持续深化理赔降赔减损工作，挤压
理赔水分，提高理赔效能。深入实
施运营费用降本增效，加快推进商
业非车险见费出单和政策险应收保
费清收。

卓越保险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