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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人人寿寿跃跃居居《《财财富富》》““世世界界550000强强””第第4422位位
——— 高质量发展助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险保障需求

脱颖而出！

中国人寿荣获2018年高质量发展公司方舟奖

近日，“2018年中国保险业
方舟奖评选”结果在深圳揭晓，
中国人寿集团旗下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行业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优异表现获
得“2018年高质量发展保险公
司方舟奖”。

“中国保险业方舟奖评选”
由证券时报社于2016年发起设
立，迄今已连续举办三届，在业
内具有较大影响力。2018年度
中国保险业方舟奖评选采取专
家打分和微信网友投票相结合
的形式开展，致力于对能力卓
越和业绩突出的公司进行评选
和表彰。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评
审，中国人寿荣获综合类大奖。

近年来，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坚持“重价值、强队
伍、优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
经营方针，始终自觉遵循寿险
经营规律，坚持价值导向，实施
了清晰坚定的发展战略和科学
稳健的经营策略，以发展为第
一要务，推进业务和价值快速
增长。

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
间，公司改革转型取得了显著
成绩。

一年新业务价值由2013年
的21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60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9 . 6%。

首年期交保费由2013年的

40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13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9 . 4%。首
年期交保费占长险首年保费的
比重，2 0 1 7年比2 0 1 3年提高
28 . 9个百分点。

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
费由2013年的211亿元增加到
2017年的660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33 . 0%。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
交保费占首年期交的比重，
2017年比2013年提高6个百分
点。

总保费收入由2013年的
326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5120
亿元，实现两年跨越一个千亿
平台。其中，续期保费由2013年

的1907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
2 8 8 1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10 . 9%；2017年首年期交保费和
续期保费之和占总保费比重达
到78 . 4%，首年期交和续期保费
拉动总保费增长模式基本形
成。

多年来，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稳居国内寿险行业
市场份额首位，投资收益率稳
步提高，经营效益大幅提升，实
现了又好又快发展。未来，公司
将继续深化改革创新，由规模
领先迈向质量领跑，不断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
保险保障需求。

中国人寿推出

国寿福(优享版)保险产品组合

近日，寿险公司推出
国寿福(优享版)保险产品
组合,涵盖重大疾病、特定
疾病、意外伤害、保费豁
免等多项责任，同时重大
疾病种类扩充至1 0 0种，
特定疾病保险金取消1 0
万元给付上限，交费期间
调整为19年交和29年交两
种，为广大客户构建家庭
全面保障计划提供理想
之选。

国寿福 (优享版 )保
险产品组合由国寿福终
身寿险 (优享版 )、国寿附
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 (优享版 )、国寿
附加国寿福长期意外伤
害保险 (优享版 )、国寿附
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
病保险 (优享版 )和国寿
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
重大疾病保险 (优享版 )
组合而成。国寿福 (优享
版)保险产品组合具有四
大亮点：

重疾升至1 0 0种，保
障更全性价高。该保险产
品组合，再次将重大疾病
种类进行扩充，全面提升
至1 0 0种，承保病种更为
细致、丰富，保障内容更
为专业、全面，等待期后
(意外伤害不受该限制 )，
首次发生并经确诊合同
约定的100种重大疾病(无
论一种或多种)，则给付基
本保险金额，为客户的健
康和家庭财务安全保驾
护航。

特定疾病取消封顶
线，确诊即付更安心。等
待期后，首次发生并经确
诊合同约定的3 0种特定
疾病 (无论一种或多种 )，
则给付基本保额的20%，
同时取消特定疾病1 0万
元给付上限，且该给付不
影响重大疾病保险金给
付。每种特定疾病限给付
一次，为客户轻松解决治
疗所需的应急金，从容应

对人生风险。
交费方式更实惠，19

/ 2 9年交任您选。该保险
产品组合交费方式为1 9
年交、2 9年交两种，打破
了传统健康险20年交、30
年交的交费方式，在保障
提升、保费持稳的基础
上，进一步缩短了交费期
间，真正回馈新老客户，
为客户构建完善的家庭
风险保障体系提供更多
选择。

保费豁免更贴心，安
心无忧享未来。特别设计
投保人重疾、身故、高残
豁免和被保险人特定疾
病豁免，双重豁免责任
提供全面周到呵护。投
保人、被保险人符合合
同约定的相关情形，即
可免除主合同及本公司
所认可的其他人身保险
合同应交未交的保费，彰
显人文关怀，让客户安享
无忧未来。

投保举例：王女士(30
岁)为丈夫李先生(30岁)投
保基本保额30万元的“国
寿福(优享版)保险产品组
合”[国寿福终身寿险 (优
享版)+国寿附加国寿福提
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优
享版)+国寿附加国寿福豁
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
版)+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
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优
享版)]，选择19年交，年缴
保费8800元，可以享受到
的保单权益：30万元身故
保障、6万元3 0种特定疾
病保障、30万元100种重疾
保障，身故保险金与重大
疾病保险金仅给付一项，
并以一次为限。同时，客
户还享有保费豁免保障，
如李先生罹患3 0种特定
疾病 (无论一种或多种 )，
豁免后续保费；王女士罹
患100种重疾(无论一种或
多种)、身故、身体高度残
疾，豁免后续保费。

北京时间7月19日晚，美
国《财富》杂志发布2018年《财
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人
寿位列第42位，较去年上升9
位，在入选的中国企业中排名
第11位。这是中国人寿自2003
年以来，连续第16年入选该榜
单，成为连续入选次数最多的
中国保险企业。此前，世界品
牌实验室发布了2018年(第十
五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排行榜，中国人寿品牌继
续位列该排行榜第5位，品牌
价值高达人民币3253 . 72亿
元，在所有入选的保险企业中
排名第一位。

作为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的核心成员单位，多
年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始终坚持“重价值、强队
伍、优结构、稳增长、防风险”
的经营方针，自觉遵循寿险经
营规律，实施了清晰坚定的发

展战略和科学稳健的经营策
略，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综合
实力大幅提升。公司服务各类
客户超过5亿人次，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并重。2018年上半
年，公司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
收入3602亿元(未经审计)，较
去年同期增长4 . 1%，市场份
额稳居国内寿险行业首位。

公司总裁林岱仁表示，高
质量发展是顺应新时代变化
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发展难题
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控风险的
必然要求，必须奋力推进公司
规模领先转向质量领跑。今年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站在新时代的潮
头，中国人寿将坚持新发展理
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加快实现由销售主
导向服务主导转型、由人力驱
动向科技驱动转型、由规模取
向到价值取向转型，全力推进
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保险保

障需求。
近年来，公司经营管理受

到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先后
荣获恒生指数成份股主板公
司类别“公司管治卓越奖”、最
具投资价值上市公司、亚洲最

佳寿险公司、年度金牌保险公
司、优秀人寿保险公司、2018
年高质量发展保险公司方舟
奖等荣誉。公司还上榜2018年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
强，位列第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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