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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月市场回顾 - 国内市场概况 

(1)宏观经济 

2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0.1，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连续两

个月回落。分细项看，5 个分类指数普遍回落，其中生产指数为

51.2，环比微落 0.1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新订单指数

为 50.1，比上月下降 1.5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2 月 PMI 的回落主

要受春节因素的影响，回落幅度与往年相比也呈中性，数值保持在

临界点以上显示经济弱复苏的格局得以持续。 

2 月份，CPI 同比上涨 3.2%，环比上涨 1.1%。从细项看，食品价格

尤其鲜果、蔬菜、水产品和肉类价格上涨对 CPI 环比总涨幅的影响

超过七成，其他商品价格虽然有升有降，但对 CPI 的影响不足三

成。PPI同比下降 1.6%，环比上涨 0.2%，涨幅均与上月持平。 

从 2 月份的宏观经济、金融数据来看，国民经济运行速度有所放

缓，经济回升态势有所停滞。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实际增长 9.9%，较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名义增长 21.2%，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 0.6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2.3%，较上月大幅回落 2.9 个百分点；但

2 月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超预期，主要表现为出口强于预期和进口

弱于预期：当月出口增长 21.8%，进口下降 15.2%，贸易顺差为

152.5 亿美元。金融数据方面，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6200 亿元，同

比少增 907 亿元，也较上月少增 4500 亿元；从贷款结构看，2 月份

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继续增长，由 1 月份 28.95%的占比提高到

45.53%，并再次大幅超过居民中长期贷款占比。2 月份社会融资总

量为 1.07 万亿元，同比多增 228 亿元，依旧保持放量态势。从后

市来看，银行新增信贷量在贷存比上限及控制不良贷款率的刚性约

束下，只能保持适度增长的态势，而社会融资总量的有序增长将承

担起为整体经济“输血”和“加动力”的作用。 

 

⑵ 股票市场 

2 月市场在估值修复的机会告一段落的情况下，由于处在宏观数据

真空期，缺乏进一步印证景气程度向中上游传导的机会。进入震荡

盘整阶段。指数先涨后跌，但在流动性宽松格局维持的大背景下，

中小市值主题行情层出不穷。表现较好的行业主要有三类：业绩稳

定较快增长、行业景气向上的消费服务类行业，如医药、信息服务

和公用事业；受益于经济确定见底回升带来估值提升机会的金融服

务；靠近下游需求、利率敏感性得早周期行业，如家电、交运设

备。前期超额盈利较多且近期利空频繁的房地产、食品饮料以及偏

上游的有色和煤炭表现落后。 

在经济复苏动能尚未衰竭、流动性环境稳定偏松、企业需求逐步改

善、库存压力大为缓解的环境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支撑市

场的经济复苏和企业盈利向好预期的基础尚未破坏。但就短期而

言，地产政策调控的加强影响市场情绪、海外风险溢价面临阶段性

的回升、以及节后开工旺季尚未到来之前，市场缺乏中游和上游景

气全面回升的证据。预计三月市场将处于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格

局，植树更可能维持震荡走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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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份 

（%） 

最近 3

个月

（%） 

今年

以来

（%） 
上证综合指

数 
2385.42  2365.59  -0.83  18.80  4.25  

沪深 300 2686.88  2673.33  -0.50  24.30  5.96  

上证 50 
1993.25  1956.61  -1.84  26.00  5.33  

中小板指 
4471.13  4656.51  4.15  25.05  9.91  

中证 500 
3479.64  3608.20  3.69  25.98  10.15  

股票基金指

数 
4175.60  4280.73  2.52  21.55  7.54  

 

⑶ 债券市场 

2月份，受春节因素、央行逆回购释放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

货币市场利率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态势，但资金面整体较往年

宽松，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下行，中债净价指数温和上涨。全月

来看，中债净价总指数上涨 0.12%，收于 114.65点；中信标普

全债指数上升 0.46%，收于 1360.61点。 

受资金面整体宽松影响，债市收益率曲线呈现陡峭化下行，尤

其利率债收益率下行明显。具体来看，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

债、政策性银行债、企业债（AAA）和中短期票据（AAA）各关

键期限点收益率较上月末分别平均下行 1.32BP、3.55BP、

8.1BP和 8.68BP。 

综合 1-2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总体呈现出通胀高于预期，经

济增长低于预期的组合状态。流动性方面，上半月的市场流动

性整体将比较宽松，但也不会比前期更宽松，下半月将因大盘

新债集中发行、季度末存款回流等事件影响而转向紧张。总体

而言，经济基本面目前不支持债市收益率的大幅上行，但市场

对通胀的担心也基本锁定了价格上行的空间，市场将在观望中

等待决定市场方向时机的来临。因此，3月份的债市将更多呈

现窄幅震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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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个月 -2.92% -2.35% -1.25% 0.02% 

过去三个月 19.05% 12.43% 7.48% 1.07% 

成立至今 0.61% -21.57% -13.01% -1.74% 

投资收益率=（期末资产净值-期初资产净值）/期初资产净值*100% 
 

注： 

汇锋进取投资账户 

过去一个月指 2013年 2月 1日－2013年 2月 28日 

过去三个月指 2012年 12月 1日－2013年 2月 28日 

成立至今指 2012年 5月 21日-2013年 2月 28日 
 

其他账户 

过去一个月指 2013年 2月 1日－2013年 2月 28日 

过去三个月指 2012年 12月 1日－2013年 2月 28日 

成立至今指 2010年 2月 1日－2013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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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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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金融服务 富国沪深 300 汇利 A 汇利 A 

2 医药生物 嘉实服务 基金汉兴 易方达货币 A 

3 
房地产 嘉实研究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嘉实服务 富国天时货币

B 

 

(3) 合作投资机构 

序

号 
基 金 公 司 名 称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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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类资产投资

比例为 3%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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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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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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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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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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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最大皆可达 100%。 
 

4．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 

业绩表现（截至2013年2月28日） 

账户类型 成立日期 期初净值 2013-2-28 投资收益率 

汇锋进取 
投资账户 2012 年 5 月 1.00  1.00613 0.61% 

积极进取 
投资账户 2010 年 2 月 1.00  0.78429 -21.57% 

平衡增长 
投资账户 2010 年 2 月 1.00  0.86989 -13.01% 

稳健成长 
投资账户 2010 年 2 月 1.00  0.98256 -1.74% 

 

账户单位价格走势（截至2013年2月28日） 

 
 

5．投资连结保险报告期末各类资产占比 

（2013年 2月，货币单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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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