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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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及
《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343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进取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
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
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
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进取型投资账户投资目标：主要通过配置于选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股
票型和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追求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和长期稳定的资产增值。
2． 主要投资工具：进取型投资账户投资于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和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主要包括：基金（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型基金等）
、债券（包括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与
可转换债等）
、短期金融工具（包括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债券回购、央行票据、
银行存款、短期融资券等）
、现金资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保监会允许账户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
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3． 进取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股票型基金 50%～100%，平衡型基金 0%～50%，
除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占账户资产 0%～20%，包括债券、银行存款
以及现金等。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
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 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7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5524
0.9924
1.4722
1.4171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2%。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55.24%
-36.07%
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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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74%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4 月 26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进取 I 号投资账户资产为
1,010,498,260.00 元 ， 负 债 为 1,466,402.00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1,570,778,885.00 元 ， 未 实 现 收 益 为 -95,090,028.00 元 ， 累 计 已 实 现 收 益 为
-466,656,999.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1,009,031,858.00 元。经营收入为
63,752,198.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113,151,829.42 元，利息收入 1,164,833.00 元，
红利收入为 175,739,194.42 元。经营支出 20,364,700.00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16,764,119.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3,600,581.00 元。已实
现净收益为 43,387,498.00 元。
四、 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16,764,119.0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79,307,467.94
942,047,135.14

79,307,467.94
931,120,392.77

-10,926,742.37

1,021,354,603.08

1,010,427,860.71

-10,926,742.37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市值

666,821,350.97
54,267,534.20
210,031,507.60

债券型
合计

931,120,392.77

占比

71.61%
5.83%
22.56%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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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 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从 2009 年 8 月 31 日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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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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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及
《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343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进取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
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
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
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进取型投资账户投资目标：主要通过配置于选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股
票型和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追求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和长期稳定的资产增值。
2． 主要投资工具：进取型投资账户投资于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和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主要包括：基金（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型基金等）
、债券（包括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与
可转换债等）
、短期金融工具（包括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债券回购、央行票据、
银行存款、短期融资券等）
、现金资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保监会允许账户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
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3． 进取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股票型基金 50%～100%，平衡型基金 0%～50%，
除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占账户资产 0%～20%，包括债券、银行存款
以及现金等。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
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 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7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4734
0.9141
1.4447
1.4980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2%。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47.34%
-37.96%
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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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69%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4 月 26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进取 II 号投资账户资产为
54,300,268.00 元，负债为 893,618.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94,142,624.00
元，未实现收益为 5,846,497.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46,582,471.00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53,406,650.00 元。经营收入为-2,298,663.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3,689,456.32 元，利息收入 42,274.00 元，红利收入为 1,348,519.32 元。经营支出
2,046,029.00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845,003.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1,201,026.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4,344,692.00 元。
四、 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845,003.0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2,319,827.94
37,300,159.36

2,319,827.94
51,979,316.61

14,679,157.25

39,619,987.30

54,299,144.55

14,679,157.25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市值

占比

27,350,794.41
24,628,522.20

52.62%
47.38%
0.00%
0.00%
100.00%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51,979,3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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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 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从 2009 年 8 月 31 日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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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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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及
《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343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
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
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
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目标：通过配置于选定基金管理公司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或均
衡配置于不同风格的基金，追求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和长期稳定的资产增值。
2. 主要投资工具：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主要包括：基金（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债券型基
金、货币型基金等）、债券（包括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企业
债与可转换债等）、短期金融工具（包括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债券回购、央
行票据、银行存款、短期融资券等）、现金资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保监会允许账
户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
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3. 平衡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平衡型基金 50%～100%，股票型基金 0%～30%；
除基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占账户资产的 0%～50%，包括债券、银行存款以及现金等。
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 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7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3367
0.8552
1.1280
1.1243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2%。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33.67%
-36.02%
31.9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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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4 月 26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平衡 I 号投资账户资产为
59,593,192.00 元，负债为 523,104.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85,554,857.00
元，未实现收益为 810,846.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7,295,615.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
权益总额为 59,070,088.00 元。经营收入为 83,492.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39,273.00
元，利息收入 44,219.00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1,586,396.00 元，其中资产
管理费支出为 979,077.00 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80,171.00 元，
其他支出为 527,148.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1,502,904.00 元。
四、 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979,077.0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5,140,863.35
48,049,027.14

5,140,863.35
54,451,253.00

6,402,225.86

53,189,890.49

59,592,116.35

6,402,225.86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市值

占比

20,236,246.41
34,215,006.59

37.16%
62.84%
0.00%
0.00%
100.00%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54,451,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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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 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从 2009 年 8 月 31 日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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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平衡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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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平衡Ⅱ号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及
《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343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平衡型账户，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承
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
单持有人选择。
1. 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目标：通过配置于选定基金管理公司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或均
衡配置于不同风格的基金，追求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和长期稳定的资产增值。
2. 主要投资工具：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主要包括：基金（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债券型基
金、货币型基金等）、债券（包括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企业
债与可转换债等）、短期金融工具（包括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债券回购、央
行票据、银行存款、短期融资券等）、现金资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保监会允许账
户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
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3. 平衡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平衡型基金 50%～100%，股票型基金 0%～30%；
除基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占账户资产的 0%～50%，包括债券、银行存款以及现金等。
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 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7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平衡Ⅱ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4111
0.9995
1.3586
1.4346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2%。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生命富泰赢家平衡Ⅱ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41.11%
-29.17%
35.93%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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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4 月 26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平衡 II 号投资账户资产为
90,898,917.00 元 ， 负 债 为 1,425,582.00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113,853,469.00 元，未实现收益为 6,361,376.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30,741,510.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89,473,335.00 元。经营收入为 1,421,784.00 元，其中证
券投资收益为 548,567.31 元，利息收入 48,980.00 元，红利收入为 824,236.69 元。经营支
出 3,168,511.00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1,518,103.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28,580.00 元，其他支出为 1,621,828.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1,746,727.00 元。
四、 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1,518,103.0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7,084,159.66
61,085,078.96

7,084,159.66
83,811,819.30

22,726,740.34

68,169,238.62

90,895,978.96

22,726,740.34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市值

占比

23,978,713.12
51,221,445.68

28.61%
61.11%
0.00%
10.27%
100.00%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8,611,660.50
83,811,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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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 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从 2009 年 8 月 31 日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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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稳健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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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稳健Ⅰ号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及
《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343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稳健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
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
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
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稳健型投资账户投资目标：主要投资于选定基金管理公司的平衡型、债券型、货币
型基金及其他货币式工具，力求为投资者提供稳健的、长期的投资回报。
2. 主要投资工具：稳健型投资账户投资范围是国内平衡型、债券型、货币型基金、短
期债券银行存款、央行票据以及其他货币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
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3. 稳健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平衡型基金 0%～30%，债券型、货币型基金、
短期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工具 70%～100%。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 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7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稳健Ⅰ号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2029
1.1501
1.2014
1.2036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2%。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生命人寿稳健Ⅰ号账户投资收益率*
20.29%
-4.39%
4.46%
0.18%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4 月 26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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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稳健 I 号投资账户资产为
119,638,988.00 元，
负债为 415,822.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118,350,261.00
元，未实现收益为-9,307,956.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10,180,861.00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119,223,166.00 元。经营收入为 12,017,047.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4,492,284.01 元，利息收入 85,883.00 元，红利收入为 7,438,879.99 元。经营支出
2,466,231.00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2,197,032.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234,048.00 元，其他支出为 35,151.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9,550,816.00 元。
四、 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2,197,032.0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2,992,263.80
120,412,809.58

2,992,263.80
116,632,560.23

-3,780,249.35

123,405,073.38

119,624,824.03

-3,780,249.35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7,607,430.23

6.52%
混合型
0.00%
货币市场型
0.00%
债券型
109,025,130.00
93.48%
合计
116,632,560.23
100.00%
注：股票型资产为瑞福优先，属于场外半封闭式基金，
每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
六、 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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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 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从 2009 年 8 月 31 日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

第 15 页共 27 页

生命人寿稳健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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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稳健Ⅱ号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及
《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343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稳健型账户，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承
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
单持有人选择。
1. 稳健型投资账户投资目标：主要投资于选定基金管理公司的平衡型、债券型、货币
型基金及其他货币式工具，力求为投资者提供稳健的、长期的投资回报。
2. 主要投资工具：稳健型投资账户投资范围是国内平衡型、债券型、货币型基金、短
期债券银行存款、央行票据以及其他货币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
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3. 稳健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平衡型基金 0%～30%，债券型、货币型基金、
短期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工具 70%～100%。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 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7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稳健Ⅱ号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1703
1.1233
1.1648
1.1816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2%。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生命富泰赢家稳健型Ⅱ号账户投资收益率*
17.03%
-4.02%
3.69%
1.44%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4 月 26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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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富泰赢家两全型投资连结保险稳健 II 号投资账户资产为
30,841,426.00 元，负债为 44,786.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30,073,842.00
元，未实现收益为-2,531,745.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3,254,543.00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30,796,640.00 元。经营收入为 3,569,997.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414,989.28 元，
利息收入 44,602.00 元，
红利收入为 3,940,384.28 元。经营支出 532,238.00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526,161.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6,077.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3,037,759.00 元。
四、 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526,161.0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8,759,804.72
24,053,141.26

8,759,804.72
22,074,577.69

-1,978,563.57

32,812,945.98

30,834,382.41

-1,978,563.57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市值

占比

2,890,285.42

13.09%
混合型
0.00%
货币市场型
0.00%
债券型
19,184,292.27
86.91%
合计
22,074,577.69
100.00%
注：股票型资产为瑞福优先，属于场外半封闭式基金，
每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
六、 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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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 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从 2009 年 8 月 31 日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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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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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
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
及《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
1245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
由投保人承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也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
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目标：主要通过精选股票、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进行投
资，获得超越基准的投资回报，追求资产长期价值增长。
2. 主要投资工具：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法规允许保险公司投资的证券品种。主要包括：
股票、基金、债券、短期金融工具和现金资产。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
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3.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股票及股票型基金 50%～100%，平衡型
基金 0%～50%，其他资产占账户资产 0%～20%，包括债券、银行存款以及现金等。投
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8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581
0.4940
0.6998
0..6971

截至 2010 年 06 月 30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0%。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5.81%
-53.31%
41.66%
-0.39%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11 月 13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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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精选股票投资账户资产为
13,468,015.00 元，负债为 578,364.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41,678,295.00
元，未实现收益为-2,347,242.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6,441,402.00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12,889,651.00 元。经营收入为 2,940,028.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2,923,281.00 元，利息收入 16,747.00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1,240,889.00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664,402.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152,303.00 元，其他支
出为 424,184.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1,699,139.00 元。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664,402.00 元。
五、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2,231,430.22
9,960,632.08

2,231,430.22
11,235,078.75

1,274,446.67

12,192,062.30

13,466,508.97

1,274,446.67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市值

占比

11,235,078.75

100.00%
0.00%
0.00%
0.00%
100.00%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11,235,078.75

六、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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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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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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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
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
及《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
1245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
由投保人承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也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
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目标：主要通过精选股票、偏股型基金和短期金融工具
进行投资，获得超越基准的投资回报，追求资产长期价值稳定增长。
2. 主要投资工具：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法规允许保险公司投资的证券品种。主要包括：
股票、基金、债券、短期金融工具和现金资产。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
户投资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3.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股票及股票型基金 0%～60%,平衡型基金
40%～100%；其他资产占账户资产 0%～20%，包括短期金融工具、债券、银行存款以
及现金等。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
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8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668
0.6937
0.8586
0.8023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0%。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6.68%
-34.97%
23.77%
-6.56%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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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2007 年 11 月 13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优选平衡投资账户资产为
6,179,670.00 元，负债为 52,086.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11,689,464.00
元，未实现收益为-284,262.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5,277,618.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
权益总额为 6,127,584.00 元。
经营收入为-484,996.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500,542.00
元，利息收入 15,546.00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280,385.00 元，其中资产管
理费支出为 207,218.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73,167.00 元。
已实现净收益为-765,381.00 元。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207,218.00 元。
五、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1,813,448.69
4,274,583.74

1,813,448.69
4,365,530.15

90,946.41

6,088,032.43

6,178,978.84

90,946.41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市值

352,826.78
4,012,703.37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4,365,530.15

占比

8.08%
91.92%
0.00%
0.00%
100.00%

六、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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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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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〇年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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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
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
（保监发〔2000〕26 号）
及《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保监寿险〔2007〕
1245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投资风险
由投保人承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账户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之间不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也不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
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目标：主要通过优选平衡型基金和短期金融工具进行投
资，资产配置以短期金融工具为主，以平衡基金增强收益性。获得超越基准的投资
回报，追求资产长期价值稳定增长。
2. 主要投资工具：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法规允许保险公司投资的证券品种。主要包括：
基金、债券、短期金融工具和现金资产。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账户投资
其他适合本账户投资品种，账户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3. 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平衡型基金 0%～30%，债券型、货币式
基金、短期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工具 70%～100%。投资品种限额符合保监
会关于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的相关法规要求。
4.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还受到其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2007-12-28
2008-12-31
2009-12-31
2010-12-31

生命人寿货币增强型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161
0.9634
1.0221
1.0973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持有人
选择。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0%。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生命人寿货币增强型账户投资收益率*
1.61%
-5.19%
6.09%
7.36%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 年：2007 年 11 月 13 日为账户初始建立日，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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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1.0000 元，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 年 12 月 29
日、30 日和 31 日为非资产评估日。
*2008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命智赢天下终身型投资连结保险增强货币投资账户资产为
1,946,111.00 元，负债为 26,070.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1,449,353.00 元，
未实现收益为-195,966.0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666,654.00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
额为 1,920,041.00 元。经营收入为 840,454.0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605,128.05 元，
利息收入 1,568.00 元，红利收入为 1,444,014.05 元。经营支出 126,791.00 元，其中资产
管理费支出为 115,588.0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11,203.00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713,663.00 元。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以投资账户价值为基数按年率 1.5%，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0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115,588.00 元。
五、投资组合（2010-12-31）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537,361.52
1,432,241.22

537,361.52
1,408,476.83

-23,764.39

1,969,602.74

1,945,838.35

-23,764.39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股票型

348,286.93

占比

24.73%
混合型
0.00%
货币市场型
0.00%
债券型
1,060,189.90
75.27%
合计
1,408,476.83
100.00%
注：股票型资产为瑞福优先，属于场外半封闭式基金，
每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
六、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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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为：
1. 估值原则：每个工作日估值并公布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连账户的单位价格，按前一日
的单位价格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今日买卖价格的依据；
2. 估值方法：首先根据估值当日的市场行情计算出投连金融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即
投连各套帐今日资产的合计数，然后根据金融资产的市价计算出各套帐的今日负债合计数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费、托管费等负债）
，用各套帐今日资产扣除今日负债得出各套帐的今
日资产净值，再用各套帐的资产净值除以各套帐的投连基金单位数，从而得出各套帐的单位
价格，以此作为投资连结保险买入卖出的价格依据。
七、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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