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1 年度信息公告 

1．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简介 
 

（1） 积极进取投资账户 

- 投资策略及主要投资工具：本账户精心挑选内控制度严谨、投资策略清晰、选股

能力突出、持续取得优异投资表现的股票投资基金，满足具有高风险偏好、投资风

格进取的投资者的需求。 

- 各类资产比例：主要投资于股票投资基金。现金类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 3%，以保

证账户的流动性；股票投资基金投资比例不低于 80%。 

 

（2）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 投资策略及主要投资工具：本账户根据利率及证券市场的走势，灵活配置股票投

资基金和债券、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比例，分散投资风险，以取得

长期稳定的资产增值，适合风险偏好中等的投资者。 

- 各类资产比例：主要投资于股票投资基金、债券、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以及现金类资产。其中，现金类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 3%；股票投资基金投资比例为

50%-70%；债券、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投资比例为 20%-50%。 

 

（3） 稳健成长投资账户 

- 投资策略及主要投资工具：本账户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判断市场利率走

势，合理设置账户对利率的敏感度，为投资者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本账户主要投

资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债券回购、央行票据、企业（公司）

债、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 各类资产比例：投资债券、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最大可达 100%。 

 
 

2．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财务状况 
 

投资连结账户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币值单位：人民币万元） 
 

 

3．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 
 

业绩表现（截至2011年12月31日） 

 

 

账户净值走势（截至2011年12月31日） 

 

 

 

4．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第一条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一) 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 以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估

值; 估值日无交易的, 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二) 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 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18 楼（邮政编码：200120） 

客户服务热线：400-820-8363 

(三) 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 按其成本与利息估值。 

(四)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公司应根据

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五) 如有新增事项, 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第二条 投资账户收益按如下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 

(一) 卖出上市债券, 应于成交日确认债券差价收入, 并按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应收

取的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 卖出非上市债券, 应于实际收到价款时确

认债券差价收入, 并按实际收取的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 

(二) 卖出基金, 应于基金成交日确认投资收益, 并按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应收取的

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 

(三) 债券利息收入应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

利率计提的金额入账。对于已到付息日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收入,应于确认债券投

资收益时,按应收债券利息扣除已计债券利息的差额入账。 

(四) 存款利息收入应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本金与适用的利率计提的金额入账。 

(五) 基金投资收益应于除息日确认, 并按基金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

入账。 

(六)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应在证券持有期内按约定利率于估值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第三条 投资账户费用应按如下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 

(一) 投资账户费用包括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利息支出和其他费用。 

(二)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应在该证券持有期间内采用直线法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计提

的金额入账。 

(三) 利息支出应在借款期内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借款本金和适用的利率计算的金额

入账。 

(四) 其他费用如不影响投资账户单位净资产小数点后第五位, 应于实际发生时入

账; 如影响投资账户单位净资产小数点后第五位, 应采用待摊或预提的办法, 于受

益期内逐期计提或摊销。 
 

第四条 投资账户单位净资产的计算应保留到小数点后第五位。 
 

第五条 从长期趋势来看,投资单位的申购数量大于投资单位的赎回数量时,该投资账

户处于扩张阶段;反之,当投资单位的申购数量小于投资单位的赎回数量时,该投资账

户处于收缩阶段。 
 

第六条 若投资账户处于扩张阶段,投资估值以资产买入价(即市场主体卖出价)计算

所有投资资产的价值,并加上假设在估值日买入所有投资资产时将发生的交易费用和

税金;若投资账户处于收缩阶段,投资估值以资产卖出价(即市场主体买入价)计算所

有投资资产的价值,并减去假设在估值日卖出所有投资资产时将发生的交易费用和税

金。处于扩张阶段的账户, 其单位价格应向上舍入; 处于收缩阶段的账户, 其单位

价格应向下舍入。 

 
 

5．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收益率=（期末资产净值-期初资产净值）/ 期初资产净值*100% 

 
 

6．投资连结保险期末各类资产占比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币值单位：人民币元） 

 

7．投资连结保险报告期内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无变更 
 

 

8．其他需披露的信息 

无 
 

 

 

 

 

重要提示：投资有风险。上述所列投资收益率及投资账户表现仅仅代表投资

账户在过去的投资表现，不代表对未来的预期，并且不作为您投保或投资账

户转换的建议。上述“投资连结账户资产负债表”及“投资连结保险期末各

类资产占比”数据尚未经年度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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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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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第一条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一) 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 以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估值; 估值日无交易的, 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二) 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 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三) 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 按其成本与利息估值。


(四)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五) 如有新增事项, 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第二条 投资账户收益按如下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


(一) 卖出上市债券, 应于成交日确认债券差价收入, 并按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应收取的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 卖出非上市债券, 应于实际收到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入, 并按实际收取的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


(二) 卖出基金, 应于基金成交日确认投资收益, 并按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应收取的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


(三) 债券利息收入应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提的金额入账。对于已到付息日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收入,应于确认债券投资收益时,按应收债券利息扣除已计债券利息的差额入账。


(四) 存款利息收入应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本金与适用的利率计提的金额入账。


(五) 基金投资收益应于除息日确认, 并按基金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入账。


(六)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应在证券持有期内按约定利率于估值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第三条 投资账户费用应按如下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


(一) 投资账户费用包括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利息支出和其他费用。


(二)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应在该证券持有期间内采用直线法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计提的金额入账。


(三) 利息支出应在借款期内于估值日计提, 并按借款本金和适用的利率计算的金额入账。


(四) 其他费用如不影响投资账户单位净资产小数点后第五位, 应于实际发生时入账; 如影响投资账户单位净资产小数点后第五位, 应采用待摊或预提的办法, 于受益期内逐期计提或摊销。





第四条 投资账户单位净资产的计算应保留到小数点后第五位。





第五条 从长期趋势来看,投资单位的申购数量大于投资单位的赎回数量时,该投资账户处于扩张阶段;反之,当投资单位的申购数量小于投资单位的赎回数量时,该投资账户处于收缩阶段。





第六条 若投资账户处于扩张阶段,投资估值以资产买入价(即市场主体卖出价)计算所有投资资产的价值,并加上假设在估值日买入所有投资资产时将发生的交易费用和税金;若投资账户处于收缩阶段,投资估值以资产卖出价(即市场主体买入价)计算所有投资资产的价值,并减去假设在估值日卖出所有投资资产时将发生的交易费用和税金。处于扩张阶段的账户, 其单位价格应向上舍入; 处于收缩阶段的账户, 其单位价格应向下舍入。








5．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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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资连结保险报告期内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无变更








8．其他需披露的信息


无

















重要提示：投资有风险。上述所列投资收益率及投资账户表现仅仅代表投资账户在过去的投资表现，不代表对未来的预期，并且不作为您投保或投资账户转换的建议。上述“投资连结账户资产负债表”及“投资连结保险期末各类资产占比”数据尚未经年度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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