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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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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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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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5524
0.9924
1.4722
1.4171
1.2132
1.2239
1.3459
1.5856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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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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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55.24%
-36.07%
48.35%
-3.74%
-14.39%
0.88%
9.97%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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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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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911,974.48 元 ， 负 债 为 615,938.51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888,428,522.43 元，未实现收益为 88,307,188.83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517,439,675.29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459,296,035.97 元。经营收入为 3,243,826.97 元，其中证
券投资收益为-1,405,136.47 元，利息收入 389,936.58 元，红利收入为 4,259,026.86 元。
经营支出 8,090,253.33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7,594,922.35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
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495,330.98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4,846,4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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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7,594,922.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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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50,413,497.37

50,413,497.37

0.00

基金投资

340,362,257.19

409,378,421.92

69,016,164.73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390,775,754.56

459,791,919.29

69,016,164.73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409,022,852.73

99.91%

355,569.19

0.09%

409,378,421.92

100.00%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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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页共 30 页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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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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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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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4734
0.9141
1.4447
1.4980
1.3081
1.2808
1.2633
1.7366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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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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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富德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47.34%
-37.96%
58.05%
3.69%
-12.68%
-2.09%
-1.37%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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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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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0,144.76 元 ， 负 债 为 423,528.00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58,564,223.20 元，未实现收益为 1,716,344.38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33,523,950.82 元，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26,756,616.76 元。经营收入为 7,293,267.61 元，其中证券投
资收益为 6,741,716.36 元，利息收入 35,551.25 元，红利收入为 516,000.00 元。经营支出
842,201.42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390,221.56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377,536.12
元，其他支出为 74,443.74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6,451,066.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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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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390,221.56。

五、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22,072,872.61

22,072,872.61

0.00

基金投资

3,387,666.62

5,105,011.00

1,717,344.38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25,460,539.23

27,177,883.61

1,717,344.38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5,105,011.00

100.00%

5,105,011.00

100.00%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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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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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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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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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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3367
0.8552
1.1280
1.1243
1.0136
0.9608
0.9792
1.2661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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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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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33.67%
-36.02%
31.90%
-0.33%
-9.85%
-5.21%
1.92%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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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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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26,181.33 元 ， 负 债 为 83,499.50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48,189,952.81 元，未实现收益为 6,472,908.09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6,720,179.07 元，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27,942,681.83 元。经营收入为 874,906.74 元，其中证券投资
收益为 851,008.03 元，利息收入 23,898.71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438,370.05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388,353.37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47,656.45 元，其他支
出为 2,360.23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436,5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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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388,353.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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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8,109,268.94

8,109,268.94

基金投资

14,027,503.71

19,916,029.49

5,888,525.78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22,136,772.65

28,025,298.43

5,888,525.78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市值

占比

19,916,029.49

100.00%

19,916,029.49

100.00%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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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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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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Ⅱ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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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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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生命人寿平衡Ⅱ号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4111
0.9995
1.3586
1.4346
1.3066
1.2848
1.3641
1.8465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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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页共 30 页

期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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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
-1.67%
6.17%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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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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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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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3,797.42 元 ， 负 债 为 372,215.03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40,031,956.85 元，未实现收益为 6,130,633.3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8,951,007.76 元，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37,211,582.39 元。经营收入为 5,713,529.32 元，其中证券投
资收益为 5,694,065.78 元，利息收入 19,463.54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872,012.71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538,816.38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318,867.68
元，其他支出为 14,328.65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4,841,5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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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538,816.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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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11,933,040.03

11,933,040.03

0.00

基金投资

19,998,000.00

25,649,559.82

5,651,559.82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31,931,040.03

37,582,599.85

5,651,559.82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25,649,559.82

100.00%

25,649,559.82

100.00%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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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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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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Ⅰ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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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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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Ⅰ号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2029
1.1501
1.2014
1.2036
1.1805
1.2785
1.2764
1.5709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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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Ⅰ号账户投资收益率*
20.29%
第 13 页共 30 页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4.39%
4.46%
0.18%
-1.92%
8.30%
-0.16%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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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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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23,149.89 元 ， 负 债 为 61,413.52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15,681,917.99 元，未实现收益为 5,898,418.9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14,681,399.48 元，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36,261,736.37 元。经营收入为 2,493,665.53 元，其中证券投
资收益为 281,637.72 元，利息收入 2,298.21 元，红利收入为 2,209,729.60 元。经营支出
585,109.72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565,690.05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15,771.71
元，其他支出为 3,647.96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1,908,5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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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565,690.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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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150,486.27

150,486.27

0.00

基金投资

30,628,800.00

35,192,491.20

4,563,691.20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30,779,286.27

35,342,977.47

4,563,691.20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35,192,491.20
100.00%
合计
35,192,4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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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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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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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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Ⅱ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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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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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生命人寿稳健Ⅱ号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1703
1.1233
1.1648
1.1816
1.1098
1.2016
1.2389
1.3755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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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富泰赢家稳健型Ⅱ号账户投资收益率*
17.03%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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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3.69%
1.44%
-6.08%
8.27%
3.10%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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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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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9,659.06 元，负债为 138,114.62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累计投入资金总额为 6,073,769.25
元，未实现收益为-1,237,086.89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2,124,862.08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6,961,544.44 元。经营收入为 2,246,043.43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2,244,761.65 元，利息收入 1,281.78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263,385.54 元，
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121,662.8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125,706.65 元，其他支出为
16,016.09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1,982,6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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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121,662.8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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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1,347,946.33

1,347,946.33

基金投资

5,191,536.30

5,751,681.41

560,145.11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6,539,482.63

7,099,627.74

560,145.11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债券型

5,751,681.41

100.00%

合计

5,751,681.41

100.00%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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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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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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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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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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581
0.4940
0.6998
0.6971
0.6169
0.6300
0.7451
0.9229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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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5.81%
-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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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41.66%
-0.39%
-11.50%
2.12%
18.27%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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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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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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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7,494.62 元 ， 负 债 为 107,176.29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31,189,347.18 元，未实现收益为 615,752.96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4,364,781.81 元，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7,440,318.33 元。经营收入为 1,654,102.46 元，其中证券投资
收益为 1,602,646.51 元，利息收入 6,999.55 元，红利收入为 44,456.40 元。经营支出
265,158.27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140,041.09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89,908.46
元，其他支出为 35,208.72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1,388,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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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140,041.09 元。
五、投资组合（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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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2,364,852.91

2,364,852.91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0.00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4,122,028.01

5,182,200.00

1,060,171.99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6,486,880.92

7,547,052.91

1,060,171.99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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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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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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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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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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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668
0.6937
0.8586
0.8023
0.6920
0.6943
0.7860
1.0811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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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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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34.97%
23.77%
-6.56%
-13.75%
0.33%
13.21%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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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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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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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5,081.22 元，负债为 49,801.04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累计投入资金总额为 8,285,331.37
元，未实现收益为 640,340.52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4,990,391.71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
权益总额为 3,935,280.18 元。经营收入为 763,838.40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734,735.65
元，利息收入 2,919.67 元，红利收入为 26,183.08 元。经营支出 113,965.66 元，其中资产
管理费支出为 58,172.13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41,218.66 元，其他支出为 14,574.87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649,8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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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58,172.13 元。
五、投资组合（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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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329,218.90

329,218.90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0.00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2,908,497.86

3,655,814.14

747,316.28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3,237,716.76

3,985,033.04

747,316.28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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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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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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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增强货币型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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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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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30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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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3
1.1203
1.1585
1.3023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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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货币增强型账户投资收益率*
1.61%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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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6.09%
7.36%
-6.93%
9.69%
3.41%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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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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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2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
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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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860.31 元，负债为 12,242.68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累计投入资金总额为 7,214.86 元，
未实现收益为-106,175.04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706,577.81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
额为 607,617.63 元。经营收入为 192,709.42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192,587.88 元，利
息收入 121.54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22,300.05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8,978.67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10,784.92 元，其他支出为 2,536.46 元。已实现净收
益为 170,4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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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8,978.67 元。
五、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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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161,634.54

161,634.54

0.00

基金投资

433,526.41

458,220.47

24,694.06

债券投资

0.00

0.00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0.00

0.00

0.00

合计

595,160.95

619,855.01

24,694.06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458,220.47
458,220.47

100.00%
100.00%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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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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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慧赢 2 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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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慧赢 2 号投资账户是富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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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许可
〔2014〕856 号）等规定设立的投资账户。投保人可自由选择投资慧赢 2 号投资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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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 e 启赢 A 款年金
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型的保单持有人选择。
1. 慧赢 2 号投资账户的投资目标：主要是为投资者提供相对中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
引力的投资收益，本账户适合于对投资收益有一定预期、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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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市场工具、固定收益类资产、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权益类资产及另类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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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赢 2 号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货币市场工具不低于 10%，固定收益类资
产 0%-50%，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0%-50%，权益类资产 0%-5%及另类资产 0%-50%。全
部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50%，其中单一项目的投资余
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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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类资产的政策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其次是债
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富德生命人寿慧赢 2 号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12-31

1.0111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可供生命 e 启赢 A 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的保单持有
人选择。生命 e 启赢 A 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0%。
期间

富德生命人寿慧赢 2 号账户投资收益率*

2014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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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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2014 年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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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生命 e 启赢 A 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慧赢 2 号投资账户
资产为 437,433,283.93 元，负债为 339,439.91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累计投入资金总额为
434,067,954.00 元，未实现收益为-7,727.14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3,033,617.16 元，投
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437,093,844.02 元。经营收入为 3,498,151.09 元，其中证券投资
收益为 3,219,315.07 元，利息收入 23,587.91 元，红利收入为 72,321.23 元。经营支出
464,533.93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399,917.67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54,286.30
元，其他支出为 10,329.96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3,033,6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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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每日收取资产管理费。2014 年度资产管理
费为 399,917.67 元。
五、投资组合（2014-12-31）
单位：元
成本

市值

浮动盈亏

货币资金

2,483,738.97

2,483,738.97

0.00

基金投资

16,469,608.20

16,469,608.20

0.00

债券投资

148,511,000.00

148,503,272.86

-7,727.14

股票投资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

62,900,000.00

62,900,000.00

0.00

合计

230,364,347.17

230,356,620.03

-7,727.14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市值

占比

16,469,608.20

100.00%

16,469,608.20

100.00%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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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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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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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