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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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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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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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6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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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进取Ⅰ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55.24%
-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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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48.35%
-3.7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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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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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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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211,585.23 元 ， 负 债 为 1,364,620.06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1,372,081,895.90 元，未实现收益为 8,869,315.15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505,104,245.88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875,846,965.17 元。经营收入为-28,057,604.39 元，其中
证券投资收益为-57,049,968.05 元，利息收入 490,730.62 元，红利收入为 28,501,633.04
元。经营支出 10,389,642.49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6,936,541.46 元，营业税金及附
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3,453,101.03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38,447,2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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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6,936,541.46 元。
五、 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13,567,003.38
835,088,104.50

13,567,003.38
833,573,938.69

-1,514,165.81

848,655,107.88

847,140,942.07

-1,514,1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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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884,742.39

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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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178,662,505.58
132,116,491.32
29,910,199.40
833,573,938.69

21.43%
15.85%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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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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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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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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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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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97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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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进取Ⅱ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47.34%
-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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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58.05%
3.6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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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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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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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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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69,517.79 元，负债为 935,394.59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93,702,742.07
元，未实现收益为 856,158.91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47,224,777.78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
权 益 总 额 为 47,334,123.20 元 。 经 营 收 入 为 -198,893.87 元 ， 其 中 证 券 投 资 收 益 为
-390,509.23 元，利息收入 47,309.89 元，红利收入为 144,305.47 元。经营支出 443,412.91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375,201.85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68,211.06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642,3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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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375,201.85 元。
五、 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2,431,227.31
30,301,159.36

2,431,227.31
45,836,475.52

15,535,316.16

32,732,386.67

48,267,702.83

15,535,3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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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7,995.92

44.72%
第 5 页共 27 页

混合型

25,338,479.60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45,836,475.52

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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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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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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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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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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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2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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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人寿平衡Ⅰ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33.67%
-36.02%
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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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0.33%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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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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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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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0,843.31 元，负债为 155,548.13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78,962,477.10
元，未实现收益为-7,478,997.01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3,748,184.91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47,735,295.18 元。经营收入为 4,090,881.27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4,041,504.73 元，利息收入 49,376.54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543,451.18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398,895.06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144,556.12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3,547,4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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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398,895.06 元。
五、 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9,402,855.64
39,563,469.44

9,402,855.64
38,486,698.29

-1,076,771.15

48,966,325.08

47,889,553.93

-1,076,7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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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5,902.34
23,440,795.95

39.09%
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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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38,486,6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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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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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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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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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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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2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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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富泰赢家平衡Ⅱ号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41.11%
-29.17%
35.93%
第 10 页共 27 页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5.59%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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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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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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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44,418.93 元 ， 负 债 为 1,064,640.65 元 。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为
104,640,173.82 元，未实现收益为-6,109,698.18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7,050,697.36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 71,479,778.28 元。经营收入为 4,422,246.85 元，其中证
券投资收益为 3,503,723.62 元，利息收入 78,361.23 元，红利收入为 840,162.00 元。经营
支出 731,434.21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593,054.50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138,379.71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3,690,8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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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593,054.50 元。
五、 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6,448,358.87
48,633,864.86

6,448,358.87
65,250,907.02

16,617,042.16

55,082,223.73

71,699,265.89

16,617,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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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06.17
55,480,060.40

3.53%
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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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7,470,440.45
65,250,907.02

0.00%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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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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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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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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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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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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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

生命人寿稳健Ⅰ号账户投资收益率*
20.29%
-4.39%
4.46%
0.18%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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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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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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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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15,413.24 元，负债为 380,425.58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78,573,973.97
元，未实现收益为 1,100,541.93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10,260,471.76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89,934,987.66 元。经营收入为 885,329.72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1,884,161.08 元，利息收入 3,113.03 元，红利收入为 2,766,377.77 元。经营支出
805,718.96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784,405.03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
其他支出为 21,313.93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79,6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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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784,405.03 元。
五、 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1,707,060.78
89,069,268.50

1,707,060.78
86,389,561.08

-2,679,707.42

90,776,329.28

88,096,621.86

-2,679,7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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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7,430.23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78,782,130.85
86,389,561.08

占比

6.52%
0.00%
0.00%
93.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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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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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稳健Ⅱ号投资账户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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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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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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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7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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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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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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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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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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 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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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7,374.51 元，负债为 34,789.53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17,536,862.46
元，未实现收益为-464,493.35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3,810,215.87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
权益总额为 20,882,584.98 元。
经营收入为 751,435.57 元，
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219,317.15
元，利息收入 7,042.23 元，红利收入为 963,710.49 元。经营支出 195,762.70 元，其中资
产管理费支出为 190,521.09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5,241.61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555,6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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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190,521.09 元。
五、 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330,413.70
22,060,144.11

330,413.70
19,617,087.19

-2,443,056.92

22,390,557.81

19,947,500.89

-2,443,0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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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285.42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16,726,801.77
19,617,087.19

占比

14.73%
0.00%
0.00%
85.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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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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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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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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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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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581
0.4940
0.6998
0..6971
0.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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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

精选股票型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5.81%
-53.31%
41.66%
-0.39%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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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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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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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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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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6,171.55 元，负债为 475,825.69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38,726,886.54
元，未实现收益为-1,180,031.65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6,276,509.03 元，投资账户持有
人权益总额为 11,270,345.86 元。经营收入为 258,583.92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
-220,219.78 元，利息收入 22,253.54 元，红利收入为 456,550.16 元。经营支出 93,690.95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为 86,928.99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6,761.96 元。已实现净收益为 164,8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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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86,928.99 元。
五、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买入返售证券
合计

市值

1,509,718.55
10,141,302.08

1,509,718.55
10,235,717.10

94,415.02

11,651,020.63

11,745,435.65

94,415.02

其中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市值

占比

10,235,717.10

100.00%
0.00%
0.00%
0.00%
100.00%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未实现收益（亏损）

10,235,7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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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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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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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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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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
1.0668
0.6937
0.8586
0.8023
0.7660

截至 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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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

优选平衡型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6.68%
-34.97%
23.77%
-6.56%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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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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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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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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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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4,958.55 元，负债为 46,526.78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10,655,316.02
元，未实现收益为 32,850.50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5,589,734.75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
益总额为 5,098,431.77 元。经营收入为-201,849.05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211,811.51
元，利息收入 9,962.46 元，红利收入为 000.00 元。经营支出 110,267.70 元，其中资产管
理费支出为 41,457.33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68,810.37 元。
已实现净收益为-312,1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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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41,457.33 元。
五、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成本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224,728.91
4,796,088.29

224,728.91
4,919,885.20

123,796.91

5,020,817.20

5,144,614.11

123,7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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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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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类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市值

352,826.78
4,567,058.42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4,919,885.20

占比

7.17%
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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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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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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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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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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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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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

截至 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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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半年

生命人寿货币增强型账户投资收益率*
1.61%
-5.19%
6.09%
7.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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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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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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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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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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20.37 元，负债为 18,956.83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总额为 392,949.12 元，
未实现收益为 25,272.78 元，累计已实现收益为 645,141.64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
为 1,063,363.54 元。经营收入为-10,087.89 元，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45,200.00 元，利息
收入 548.87 元，红利收入为 34,563.24 元。经营支出 11,424.47 元，其中资产管理费支出
为 10,242.79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支出为 000.00 元，其他支出为 1,181.68 元。已实现净收
益为-21,5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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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半年度资
产管理费为 10,242.79 元。
五、投资组合（2011-6-30）
单位：元
成本
货币资金
基金投资

市值

未实现收益（亏损）

99,557.33
946,681.22

99,557.33
948,189.61

1,508.39

1,046,238.55

1,047,746.94

1,5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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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货币市场型
债券型
合计

599,902.68
948,189.61

占比

36.73%
0.00%
0.00%
63.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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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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账户自成立起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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