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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身保险
2020年，中国人身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31,674亿元，同比增长6.90％。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新单保费收入同比负增长。从销售渠道来看，保险代理人
与银行窗口代理渠道的保费收入依然占据绝对份额，为保
费总收入的88.6%，专业代理公司与经纪公司渠道的保费
收入增速明显，增长率分别为40%与15%。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银保监会”）对多部法律
法规进行了修订与补充，贯彻严格的监管方针。2020年，
中国人身保险市场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友邦保险
（AIA）获得首张外资独资人身险公司执照，英国标准人
寿保险公司（STANDARD LIFE）成立了首家外资合资
养老保险公司。

市场概况

市场业绩
2020年，中国人身保险业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31,674亿元，同比增长6.9％（表1）。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代理人渠道的面对面线下营销受限，2019年保费收入

增长率下跌5.9个百分点。新单及续期保费收入方面，新单

同比减少2.1％，续期增加13.8％，拉动了整体保费收入的增

长。上市五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平洋人寿、

新华人寿、太平人寿）市场占比50.6％，同比下降1.8个百分

点，市场寡头垄断程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表1： 人身保险行业历年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率
（2014-2020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同比
（%） 18.1 24.9 36.8 20.0 0.8 12.8 6.9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图1： 历年不同支付方式保费占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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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官网和中国保险年鉴

截至2020年度末，人身保险公司共91家，其中外资类

（外国保险公司持股比率达25％以上）为29家，仅增加首家

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合资）1家。2020年外

资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176.7亿元，同比增加13.3％，市场占

比9.75％，比上一年的9.47％略有上升。

险种动向
近年来，各家人身险公司纷纷着力扩大保障型产品和长

期储蓄型产品的销售。2020年，传统寿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

比增加20％，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增加15.7％，在人身保

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总收入中占比较2019年上升1.7个百分点，

险种结构呈改善趋势。

销售渠道的动向
人身险主要销售渠道依然是代理人与银邮代理，两者

在保费总收入中占比接近9成（图2）。尤其是代理人渠道的

保费收入自2018年起连续3年占比达55％以上。各家人身险

公司加强代理人渠道销售团队的构建、扩大、培养，为扩大

代理人渠道销量做出了贡献。

图2： 各销售渠道历年保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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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官网和中国保险年鉴

人身保险行业动向

取消外资对在华人身保险公司的出资上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

保险公司的外资比例限制。AIA于6月获批成为中国首家外资

独资人身保险公司，并顺利开业。HSBC与德国安联也提交

了由合资人身保险公司转型为独资人身保险公司的申请。

中国银保监会对多部法律法规相继进行了修订与
补充

机构改革后成立的中国银保监会为加强经济发展服务

功能及消费者保护，严格贯彻监管方针，2020年对与现状不

符的法律规定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公布实施了多部监管办法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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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法律法规摘录

人身保险
产品

关于规范短期健
康保险业务有关

问题的通知

短期健康保险产品中包含续保责任
的，应当在保险条款中明确表述为
“不保证续保”条款。不得随意停止
销售在售产品。保险公司应当至少在
产品停售前30日披露相关信息。

关于使用《中国人
身保险业重大疾
病经验发生率表
（2020）》有关事

项的通知

重大疾病的定义参照规定中包含了
2007年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
病定义使用规范》。适用于包含重
大疾病保险责任的长期人身保险产
品。重大疾病保险责任包含的病种
应符合：2007年8月1日之前在中国银
保监会进行备案或审批的人身保险
产品，承保病种至少包含2007版定
义中的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和脑
中风后遗症。

人身保险
销售渠道

保险代理人监督
管理规定

加强对保险专业代理公司股东的审
核及条件要求。银行等保险兼业代
理公司应主业经营情况良好，最近
2年内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有完
善的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制度和机制
等。经营区域不限于注册登记地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保险代理
人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应当与保险
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加快建立个
人独立销售保险的代理人制度——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现就《关
于发展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有关事
项的通知》草案征集意见。本规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互联网保险业务
监管办法

规定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经营条件。
加强保险经营资格持有要求以及经
营原则。就互联网平台，定义为由保
险机构经营，依法独立运营的机构。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时，
需遵守经营资格许可证所载明的业
务范围。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
业务，应由总公司统一运营、集中管
理，建立统一集中的业务流程。互联
网上保险营销活动由保险公司通过
网站或应用程序等开展，员工开展
该活动时，保险公司应建立管理制
度。全流程规范售后服务，提升消费
者满意度。按经营主体分类监管。在
规定“基本业务规则”的基础上，针
对互联网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
中介机构、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
务，分别规定“特别业务规则”。本
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资产运用
关于保险资金财
务性股权投资有
关事项的通知

财务性股权投资是指保险集团（控
股）公司、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以下统称保险机构）以对未上
市企业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保险公
司投资标的企业所属产业应当处于
成长期、成熟期或者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或者具有明确的上市意向及较
高的并购价值（取消以前的行业限
制），通知规定了对投资标的企业的
负面条件。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身保险业的影响
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成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及可控

收入低落等短期影响，2020年1月至3月人身保险行业原保险

保费总收入同比增加1.8％，增长放缓。自4月起，开始直线攀

升，但2020年全年增速仅为2019年增速12.8％的一半。人身

险公司主要销售渠道依靠代理人面对面线下营销活动，因

疫情下无法走访客户，导致代理人销售团队稳定性、活动率

以及效率均受到严重冲击。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互

联网取代一切的全新生活模式愈发扎根社会，保险产品地位

提升、通过网络销售保险产品在年轻人中得到普及。

“普恵型补充医疗保险”热潮
“普恵型补充医疗保险”也可以称作是一种面向市民的

医疗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承保，面向（已加入城市公共医

疗保险的）市民，提供较小金额即可参保的医疗保险。其特

点是老年人等难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也可以参保。比

如，北京市发布了面向本市市民的医疗保险——北京京恵

保。该保险由北京人寿和法国安盛天平财产保险两家公司共

同承保。产品特点是对参保人不设年龄限制，参保条件是需

为北京市公共医疗保险参保人。赔付对象为住院费用的自

付部分（免赔额2万元）与药费，赔付限额均为100万元。每年

保费一律79元，参保人经济负担极小。保期为1年，期间提供

在线问诊及体检等附带服务。

紧随北京之后，天津（津恵保）、河南（豫健保）等中国

各省市纷纷积极推出对公共医疗保险制度起到补充作用的

“普恵型补充医疗保险”，为提升人们的保险意识与需求作

出了贡献。

2021年的展望与课题
中国“十四五”规划（2021年～2025年）就保险领域提出

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并要求到2025年，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达2万亿元，为

参保人积累6万亿元养老保险责任准备金。中国将通过云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加

强人身保险行业。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人们对健康险的需

求攀升，生活模式方面或将更加依赖互联网。

作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2021年，可能会出现以

下几个趋势。通过互联网保险销售，深挖三线及以下城市，

带动整个人身保险业的发展。由于政策支持和需求增加，健

康险和养老险有望获得发展机遇。代理人销售方式有望通

过线上线下的融合，提高销售管理效率和代理销售效率，整

个人身保险业或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并提升质量。

人口老龄化进展迅速，利率下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而

导致债务违约增加，这些问题导致人身保险公司长寿风险

和负利差等风险加大，这将是今后的一个问题。

＜建议＞
＜外资保险控股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相关审批＞
针对外资保险控股公司进入中国时的审批申请手
续制定特殊规定
·-一些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在其母国仅以控股公司

的名义进行了注册，并不从事保险以及保险附带
业务，因此不受其母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此
类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而提交审批申请材料时，
即使被要求提供其母国监管部门的意见书，也无
从提供。因此，希望能够针对这种情况予以特殊
处理，不再要求其提交该意见书。

＜关于行业信息的公开＞
中国保险年鉴等的一致性
·-中国保险年鉴等统计数据缺乏连贯性，数据本身

的真实性也缺乏可信度。在制作该年鉴时，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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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很多数据缺乏统一性，
难以收集数据。希望采取措施统一统计口径及
数据汇总方法等。

·-在官方来源的统计数据中，对于按销售渠道（个
险、团险、银保、互联网保险及电销等）统计的各
公司业绩数据并未予以公布，为了更加准确地把
握市场，希望公布这些数据。

·-此前银保监会每月都会例行发布各保险公司的
保费收入等数据，但目前已经停止更新。若想获
取相关数据，只能登录各保险公司的官网进行查
询。我们希望务必重启相关数据的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