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0 年半年度报告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

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一）国泰平衡型投资账户  

1、账户名称：国泰平衡型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  

3、主要投资工具及投资策略：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

新股申购等保监会批准的投资工具。该账户的投资策略是积极参与基金市场运作，采取对账

户持有人有利的积极措施，调节比例和优选品种，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定风险的情况下，

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该账户将突出基金的类别配置，在不同市场时点匹配不同风格

的基金类别。 

4、投资组合限制：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同时兼顾低风险的固定收益投资品种的

投资，投资于偏股型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为 20％—60％。 

5、主要投资风险：本账户的主要风险包括股票市场风险、基金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及

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等风险。 

 

（二）国泰增长型投资账户  

1、账户名称：国泰增长型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 

3、主要投资工具及投资策略：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

新股申购等保监会批准的投资工具。该账户的投资策略是被动式参与基金市场运作，股票基

金仓位维持在高位，账户不做时机选择，主要拟定股票基金池，从而使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

基本和市场同步。突出股票基金的品种选择。 

4、投资组合限制：该账户投资于偏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为 90％以上，现金比例

仅为控制流动性。 

5、主要投资风险：本账户的主要风险包括股票市场风险、基金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及

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等风险。 

 

 



二、资产估值原则： 

（一）上市交易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在证券交易市场流通的债券、证券投资基金，按如下估值方法处理： 

1、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果

连续 30 天没有交易，取中债估值价格； 

2、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开放式和封闭式），封闭式基金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

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开放式基金，按估值日基金净值作为估值价格； 

（二）未上市交易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未上市交易的有价证券按成本价估值。 

（三）现金和存款  

银行存款按本金估值。 

（四）应收款项包括但不限于：（1）应收申购款；（2）预付款；（3）按票面价值和利率

计提的债券利息；（4）银行存款应收利息；（5）由于投资引起的应收款项。 

 

三、投资账户 2010 年度上半年财务报告 

 

（单位：元人民币）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资产负债表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项目  合计   国泰平衡型账户  国泰增长型账户 

一、资产合计 98,692,113.22 42,635,608.11 56,056,505.11 

银行存款 15,221,068.73 9,005,063.26 6,216,005.47 

应收利息和股利 3,258.16 1,392.44 1,865.72 

债券投资 - - - 

基金投资 83,363,948.16 33,587,278.85 49,776,669.31 

其他应收款项(交易税费) 103,838.17 41,873.56 61,964.61 

二、负债合计 404,253.05 182,192.61 222,060.44 

应交税金 278,533.65 135,823.67 142,709.98 

其他应付款项(资产管理费) 125,719.40 46,368.94 79,350.46 

三、投资账户价值 98,287,860.17 42,453,415.50 55,834,444.67 

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107,111,384.32 40,072,395.92 67,038,988.40 

投资账户累计投资收益 -8,823,524.15 2,381,019.58 -11,204,543.73 

 
 
 



（单位：元人民币）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投资收益表 

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项目 合计 国泰平衡型账户 国泰增长型账户 

一、资产增加／负债减少合计 -11,628,567.83 -5,002,696.21 -6,625,871.62 

其中：投资收益 607,320.31 -884,469.17 1,491,789.48 

利息收入 24,118.65 14,245.18 9,873.4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2,260,006.79 -4,132,472.22 -8,127,534.57 

二、资产减少／负债增加合计 -294,341.71 -102,752.32 -191,589.39 

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 -294,341.71 -102,752.32 -191,589.39 

三、投资收益 -11,334,226.12 -4,899,943.89 -6,434,282.23 

 
 
 
四、设立期间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报告期 平衡账户卖出价 增长账户卖出价 平衡账户收益率  增长账户收益率

2007-07-20  1.0000 1.0000 

2007-12-28  1.1701 1.1303 
17.01%  13.03% 

2008-01-02  1.1710 1.1369 

2008-12-31  0.9764 0.6028 
-16.62%  -46.98% 

2009-01-05 0.9836 0.6112 

2009-12-31 1.2760 0.9668 
29.73% 58.18% 

2010-01-04 1.2746 0.9604 

2010-06-30 1.1502 0.8501 
-9.76% -11.48% 

 
 

（期末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投资收益率 =  --------------------------  X 100%  

      期初卖出价  
 

 
  
 

五、报告日投资账户资产组合 
 

国泰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项目 成本 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一、银行存款 9,005,063.26 9,005,063.26 - 

二、基金投资 32,995,492.24 33,587,278.85 591,786.61 

其中：开放式基金 31,014,186.36 31,376,428.85 362,242.49 

      封闭式基金 1,981,305.88 2,210,850.00 229,544.12 

 
 



国泰增长型投资账户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项目 成本 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一、银行存款 6,216,005.47 6,216,005.47  - 

二、基金投资 52,874,494.05 49,776,669.31 -3,097,824.74 

其中：开放式基金 46,283,958.52 44,652,022.21 -1,631,936.31 

      封闭式基金 6,590,535.53 5,124,647.10 -1,465,888.43 

 

 

六、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报告期内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收取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项目 合计 国泰平衡型账户 国泰增长型账户 

资产管理费 701,534.94 308,138.73 393,396.21 

 

七、投资账户投资策略 

（一）国泰平衡型投资账户  

1、2010 年上半年在“4.16”房地产高压调控政策作用下，股票市场出现了盘整后的恐

慌下跌，以金融地产为首的权重板块出现持续下跌，股票基金整体净值表现不尽如人意。尽

管我司跟随调控政策在账户策略上进行了减仓，但由于平衡账户 20%的最低配置约束，账户

净值在 2010 上半年也出现下跌。 

展望下半年，账户管理人注意到房地产销售在政策调控导致成交冰点后，开始出现强

劲反弹，而且实体经济和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水平非常优异，预期 2010 年全年盈利甚至将突

破 2007 年，达到 10 年来最高水平。股票市场对房产调控利空的反应明显过度悲观，这带来

较好的底部买入机会，尤其是大银行转债的发行出现了较好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因

此平衡账户下半年策略上将逢低增加股票基金部位，同时布局含优质转债的债券基金，为账

户持有人分享未来市场上涨收益。 

    2、投资策略变动：报告期内各投资账户的投资策略未有任何变动。 

（二）国泰增长型投资账户 

1、2010 年上半年 GDP 增速 11.1%，二季度 GDP 增速为 10.3%，较第一季度回落。2010

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房地产调控效果的逐渐显

现，以及 2009 年下半年 GDP 增长基数较高，预计三季度和四季度，GDP 增速将会继续放缓。



考虑到中国内需潜力巨大，政策回旋余地大，实体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 

相对于宏观经济上半年的高增长，上证指数 2010 年上半年下跌 26.8%，大幅落后国际

股市表现，主要原因仍为市场对于楼市调控的担忧，以及对于下半年物价上涨的疑虑。在增

长账户操作上，2010 年上半年增长账户净值较年初下跌 12%，表现优于基准指数的 24%的下

跌。依据“理财观察”的统计，增长账户在所有保险公司投连被动型账户的表现上，近一年

的净值增长取得了第一名。 

展望 2010 年下半年及 2011 年，宏观经济进入寻底阶段，但市场关注焦点将置于通胀

以及央行货币政策上。尽管指数表现不佳，但大小盘股票表现分化，周期股与中小盘走势两

极，也导致基金净值表现差异较大。推估市场风格短期转换不易，增长账户将维持基本持仓

水位，并持续筛选优质的开放及封闭式基金，获取优于基准的绩效水准。 

    2、投资策略变动：报告期内各投资账户的投资策略未有任何变动。 

 

八、公司简介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由亚洲保险巨擘——台湾地区国泰人寿和大陆航空巨头—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合资创建，总部设在上海。国泰人寿是海峡两岸第一家合资寿险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 12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各占 50％，于 2005 年 1 月 24 日正式对外销售

保单。开业以来，国泰人寿已经顺利筹设江苏、浙江、福建、北京、山东、广东、辽宁、天

津 8家分公司，同时在 28 个城市设立了 35 个营销据点。国泰人寿凭借中国东方航空集团雄

厚的企业实力和广泛的营销网络，全面输入台湾地区国泰人寿近 50 年的专业保险技术和经

营理念，开业首年实现保费收入 1.7 亿元人民币，在 2005 年上海新开业的合资寿险公司中

排名第一。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经营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个险、团险和银保

渠道，开发和销售包括寿险、健康险、意外险、年金险在内的 70 余种商品，截至 10 年第三

季度，累计保费收入已达 27.5 亿元人民币。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是中国三大航空运输集团之一，资产总额为 1018 亿元人民币，

旗下共有 20 家控股投资公司，从业人员 6.4 万人，拥有运输飞机 338 架，通用航空飞机 18

架，通航点 152 个，国内外航线 570 条。近年来，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围绕主业，重点发展金

融产业，不断快速扩张经营规模，已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经营管理集团。其下属

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首家合作伙伴，曾先后荣获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授予的“航空航天桂冠奖”和“10 年民航倾心服务奖”以及美国优质服务协会

在世界范围内颁发的“五星钻石奖”，并在中国民航协会组织的“旅客话民航”活动中，连

续多年蝉联第一。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地区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泰金控集团旗舰企业，实力位居台湾地区寿险

业榜首。总资产超过人民币 6093 亿元，员工 3.1 万人；在台湾地区寿险市场占有率第 1名，

每三个台湾地区居民中就有一个国泰人寿的保户。2003 年荣获亚洲企业最佳雇主奖，入选

全球 500 大企业，列为全球第 14 大保险集团(以国泰人寿为主体的国泰金控公司)，被誉为

华人的保险专家。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〇 〇二 一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