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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市场回顾 - 国内市场概况 

（1）宏观经济 

4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4，环比下降 0.1 个百分

点，连续 21 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主要分项指标，本月生产指数 53.1，

与上月持平，新订单指数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52.9；本月新出口订单指

数下降 0.6 个百分点至 50.7，进口指数下降 1.1 个百分点至 50.2。PMI

数据显示经济仍处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涨跌互现，春节后项目陆续开工

导致生产指数较好，其他指标显示需求偏弱。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4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720.9 亿美元，

同比上升 16.7%。其中，出口 2004.4 亿美元，同比上升 12.9%；进口

1716.5 亿美元，同比上升 21.5%，贸易顺差 287.8 亿美元。本月进出口

增速大幅好于市场预期，此前市场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导致进出口数

据受到影响。不过进出口数据好于预期，并不能解读为贸易摩擦没有负

面影响，只是这种负面影响尚未体现。虽然全球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

中，但一些负面因素需密切关注，未来进出口趋势不确定性在加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 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

CPI 同比上涨 1.8%，同比增速继续下行，低于市场预期，其中食品价格

同比仅上涨 0.7%，是主要拖累因素，而非食品价格平稳。全国工业品出

厂价格（PPI）同比上升 3.4%,环比增速回升，结束了连续 5 个月的下行

态势，其中石油价格贡献较大。PPI 阶段回升在市场预期内，预计年内工

业品价格继续回落。鉴于猪价低迷，全年看通胀压力可控，但中枢高于

去年。 

4 月央行公布金融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贷款 1.18 万亿元，企业需求尚

可，债券融资继续高企，全年看，贷款在社融中比例将继续提升，政策

继续支持资金流向实体经济。M2 增速 8.3%，增速环比略有提升，但依然

是近几年来的低位。4 月全社会融资余额新增 1.56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

多增 1766 亿，同比增速环比持平于 10.5%。分析认为表外融资转回表内

或转为债券的趋势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延续，但具体节奏上较难确定。 

（2）股票市场 

4 月份股票市场呈现普跌态势，上月涨幅较大的中小盘股票回调较多。医

药生物板块一支独秀，成为唯一正收益行业，而消费电子、传媒及汽车

行业跌幅居前。具体而言，本月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63%，上证 50 指数

下跌 2.52%，中证 500 指数和股票基金指数分别下跌 4.15%和 2.93%。 

基本面方面，去年经济复苏超出了市场大多数投资者的预期，年初市场

一致预期实体经济韧性很强，到现在却已经对经济走势一致悲观预期。

主要是担忧利率持续提升，地产调控加码终将拖累经济，叠加上中美贸

易争端，股票市场也直接反映了投资者悲观预期。四月份，陆续公布了

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进出口数据以及金融市场数据都大幅低于预期，

加剧了投资者悲观预期；博鳌论坛上央行新行长预示存款利率并轨，利

空银行；美国及其盟友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降低市场

风险偏好。 

流动性方面，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市场流动性整体趋紧，预计央

行将通过多种方式对冲，保持中性平稳。而四月下旬央行降准，大大改

善了市场流动预期，不过广义信用环境依然偏紧。 

结合基本面和流动性分析，未来股票市场波动性必然上升，市场下跌时

业绩增长与估值匹配的行业龙头企业依然是投资机会。而债券市场则处

于相对有利地位，未来利率走高将是增加债券配置的良机。股票投资本

质是聚焦到能够持续增长的行业和企业，十九大报告政策也是重要指 

 

 

 

 

 

引，未来的投资方向必然要体现有质量增长的领域，包括先进制造、消

费升级等。 

4月份 A股主要指数及股票基金指数的变动情况 

指数 
上月收

盘 

本月收

盘 

4月份

（%） 

最近 3

个月

（%） 

今年 

以来

（%） 

上证综合指数 3168.90 3082.23 -2.73 -11.45 -6.80 

沪深 300 3898.50 3756.88 -3.63 -12.14 -6.80 

上证 50 2722.15 2653.54 -2.52 -14.86 -7.23 

中小板指 7443.59 6998.77 -5.98 -5.69 -7.36 

中证 500 6114.74 5860.98 -4.15 -5.31 -6.24 

股票基金指数 8559.87 8309.20 -2.93 -5.78 -5.07 

（3）债券市场 

中债登和上清所托管数据显示，2018 年 4 月末中债登托管规模 51.82 万

亿元，环比增加 6664 亿元,增幅主要来自国债和地方债发行开始放量；

上清所托管规模 17.67 万亿元，环比增加 2018 亿元,同业存单本月发行

1.41 万亿元，环比减少 1450 亿元，信用债本月净增 3500 亿元，维持高

位，且期限有所拉长。 

本月债市回顾，（1）本月中上旬，在度过季末后，资金面维持宽松；受

缴税影响，资金面从 4 月 18 日开始收紧，且持续时间超过一周。4 月 25

日，降准正式实施，释放 4000 亿元新增资金，资金面有所转松。（2）

在资金面维持宽松、贸易战有所发酵带动下，债券收益率以震荡下行为

主。当央行宣布降准 100 基点置换 MLF，刺激市场情绪，降准当日，收益

率快速下行近 20 基点。降准后，央行公开市场投放减少，资金面转为收

紧，带动收益率在下旬小幅上行。 

指数方面，中债国债总财富（总值）指数上涨 1.44%，中债金融债券总财

富（总值）指数上涨 1.33%，中债企业债总财富（总值）指数上涨

1.13%。 

2．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本月概况 

（1）各投资账户收益率 

阶段 

投资收益率 

汇锋进取

投资账户 

积极进取

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

投资账户 

稳健成长 

投资账户 

低碳环保精

选投资账户 

过去一个月 -3.48% -2.35% -1.46% 0.46% -1.03% 

过去三个月 -12.37% -6.82% -4.12% 0.81% -2.30% 

成立至今 126.63% 39.66% 34.17% 15.08% -5.20% 

规模（万元） 58,586 23,627 18,007 69,315 1,569 

注： 

过去一个月账户收益率 =（2018年 4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 2018年 3月

期末单位资产净值）/2018年 3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100% 

过去三个月账户收益率 =（2018 年 4 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 2018 年 1

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2018年 1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100% 

投资账户成立至今账户收益率 =（2018 年 4 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 账户

成立日单位资产净值）/账户成立日单位资产净值*100% 

低碳环保精选投资账户成立日 2016年 8月 19日。 

汇锋进取投资账户成立日 2012年 5月 21日。 

其他账户成立至今指 2010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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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除汇丰人寿自己提供的数据以外,本报告中所包含的数据皆来

源于汇丰人寿认为可信的公开出版物，汇丰人寿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不

作保证。所有意见均为报告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根据市场和其他

条件随时改变；除本月度报告外，汇丰人寿不负及时更新的责任。 

（2）各账户月度持仓情况 

序号 
汇锋进取 

(股票行业) 

积极进取 

（基金） 

平衡增长 

（基金） 

稳健成长 

（基金） 

低碳环保

精选 

1 制造业 

华夏沪深

300指数

ETF 

海富通货

币基金 

海富通货

币基金 

易方达纯

债 A债券

基金 

2 
金融、保

险业 

消费行业

ETF 

华夏沪深

300指数

ETF 

易方达稳

健收益债

券基金 

汇丰晋信

低碳先锋

股票基金 

3 
批发和零

售贸易 

景顺长城

能源基建

股票基金 

易方达增

强回报债

券基金 

易方达纯

债 A债券

基金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

基金 

其中，低碳环保精选投资账户中低碳环保类基金占比为 20.4%。 

（3）合作投资机构 

序号 基金公司名称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简介 

1）汇锋进取投资账户 

- 投资策略及主要投资工具：本账户采取行业配置分析和个股选择

相结合的投资策略，以权益类资产配置为主，灵活配置股票、基

金、债券等各类资产的比例，优选行业，精选券种，旨在追求高

风险下的高投资收益，适合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并承担较高风险、

追求较高长期回报的投资者。 

- 各类资产比例：主要投资于股票（包括新股申购）、股票型和混

合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债券、债券型基金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以及现金、货币型基金等现金类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投资余额不

得低于账户价值的 5%，以保证账户的流动性；固定收益类资产的

投资比例为 0% - 50%；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为 50% - 9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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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资产的投资余

额不得低于账户价值的 5%，以保证账户的流动性；股票投资基金

投资比例不低于 8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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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流动性资产的投资余额不

得低于账户价值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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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稳健成长投资账户 

- 投资策略及主要投资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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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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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类资产比例：投资债券、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比例最

大可达 100%；流动性资产的投资余额不得低于账户价值的 5%。 

5）低碳环保精选投资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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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流动性资产等投资比例，分散投

资风险，同时侧重于低碳环保类资产的甄选与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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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流动性资产

等。其中流动性资产的投资余额不得低于账户价值的 5%；股票投

资基金投资比例为 0% - 50%；债券、债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比例为 50% - 100%。 

4．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 

业绩表现（截至2018年4月27日） 

账户类型 成立日期 期初净值 期末净值 投资收益率 

汇锋进取 

投资账户 
2012年 5月 1.00 2.26633 126.63% 

积极进取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39662 39.66% 

平衡增长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34170 34.17% 

稳健成长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15082 15.08% 

低碳环保精

选投资账户 
2016年 8月 1.00 0.94799 -5.20% 

注：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单位价格是根据资产评估日前一日的市场价

值所计算形成的。 

市场价值的确认方法为：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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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价确认市价；对于开放式基金，以其

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确认市价。 

4月最后一个资产评估日是 4月 27日。 

账户单位价格走势（截至201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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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连结保险报告期末各类资产占比 

（2018年 4月，货币单位：人民币） 

账面余额
(万)

占总资产
比例%

账面余额
(万)

占总资产
比例%

账面余额
(万)

占总资产
比例%

账面余额
(万)

占总资产
比例%

账面余额
(万)

占总资产
比例%

国债 -     -    -      -    -      -    -      -    -      -    

金融债 6,983    12% -      -    -      -    -      -    -      -    

AAA企业债 -      -    -      -    -      -    -      -    -      -    

AA企业债 -      -    -      -    -      -    -      -    -      -    

债券型基金 -      -    -      -    3,103    17% 45,256   65% 831      53%

货币市场基金 -      -    1,233    5% 3,263    18% 21,572   31% 136      9%

买入返售证券 -      -    -      -    -      -    -      -    -      -    

小计 6,983   12% 1,233   5% 6,366   35% 66,828  96% 967     62%

股票 44,251   75% -      -    -      -    -      -    -      -    

股票型基金 -      -    14,511   61% 7,172    39% -      -    319      20%

小计 44,251  75% 14,511  61% 7,172   39% -     -    319     20%

货币存款 7,419    13% 1,707    7% 1,713    9% 2,697    4% 79       5%

混合型基金 -      -    6,277    27% 2,916    17% -      -    206      13%

存出保证金 49       0% -      -    -      -    -      -    -      -    

其他 244      0% 96       0% 36       0% 35       0% -      0%

小计 7,712   13% 8,080   34% 4,665   26% 2,732   4% 285     18%

总计 58,946  100% 23,824  100% 18,203  100% 69,560  100% 1,571   100%

低碳环保精选汇锋进取 稳健成长

固定
收益
率

资产类别
积极进取 平衡增长

权益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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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汇丰人寿自己提供的数据以外,本报告中所包含的数据皆来源于汇丰人

寿认为可信的公开出版物，汇丰人寿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保证。所

有意见均为报告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根据市场和其他条件随时改

变；除本月度报告外，汇丰人寿不负及时更新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