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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月市场回顾 - 国内市场概况 

(1)宏观经济 

2016 年 1 月 CPI 同比上涨 1.8%，涨幅较上月提升 0.2 个百分点。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 4.1%，比上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整体保持稳定。其中食品价格对 CPI 涨幅回升起主要贡献，主要

是 1 月寒潮天气和春节消费旺季临近，带动肉类、蔬菜等食品价格上

升。需求旺季带动服务类价格上升，旅游、家庭服务等价格都有不同程

度上升。 

 

2016 年 1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为 49.4%，较上月下滑 0.3 个百分点，仍然

处于临界值以下。具体来看，PMI 生产指数 51.4%，较上月下滑 0.8 个百

分点；新订单指数 49.5%，较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并再度跌至临界值之

下。工业生产供需两端在 12 月小幅改善之后，再度呈现同步收缩的格

局，一方面存在春节因素制造业活动减弱的影响，另一方面表明在去产

能、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制造业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6 年 1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916.6 亿美元，同比下滑了 14.3%。其

中，出口总值 1774.8 亿美元，同比下滑了 11.2%，增速为 2015 年 3 月以

来的新低；进口总值 1141.8 亿美元，同比下滑了 18.8%，跌幅较去年 12

月扩大了 11.4%；贸易顺差为 632.87 亿美元，同比扩大了 6.76%。年初

为需求淡季，加之去年年末的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虚高，因此 1 月外贸

数据下滑也在预期之中；外围方面，美联储有望推迟再次加息的时点，

短期内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弱。 

 

⑵ 股票市场 

2016 年开年第一周股市大跌，1 月 4 日和 7 日两天 4 次熔断、提前收

市，A 股再次创造历史。随着股市下跌，市场情绪变得悲观，熔断机制在

仅仅运行四天后就被匆匆暂停。具体而言，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分别下

跌 22.65%和 25.64%，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1.04%，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分

别下跌 25.27%和 26.53%。分板块来看，1 月份所有行业全线下跌，跌幅

最大的综合与计算机行业分别下跌 30.68%和 30.66%，跌幅最小的银行业

也下跌了 14.1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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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

（%） 

最近 3

个月

（%） 

今年

以来

（%） 

上证综合指数 3539.18 2737.60 -22.65 -19.07 -22.65 

沪深 300 3731.00 2946.09 -21.04 -16.64 -21.04 

上证 50 2420.80 1973.01 -18.50 -14.70 -18.50 

中小板指 8393.83 6272.91 -25.27 -19.54 -25.27 

中证 500 7617.69 5469.13 -28.20 -22.81 -28.20 

股票基金指数 8407.57 6397.91 -23.90 -15.29 -23.90 

 

⑶ 债券市场 

1 月利率市场在汇率波动、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避险情绪以及银行票据事

件引起的流动性担忧的联合影响下，处于震荡态势；资金面方面，除了

季节性资金需求上升和市场先前较强的降准预期因素影响之外，票据事

件促使央行对流动性的投放加速以稳定市场情绪，资金面整体呈紧平衡

状态；利率债和信用债市场均呈现出，高安全性和信用等级债券短端较

大幅度的上行驱使收益率曲线继续走平，略低等级债券的收益率整体小

幅下行的月度走势。 

 

1 月中债登及上清所合计新增托管规模 8266.80 亿。其中，国债和政策性

银行债发行规模较往年 1月明显提升，二者提前放量发行，一方面可能 

 

 

 

 

是因为稳增长的需要，2016 年总体净融资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加快发

行节奏也可能是出于规避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债融资压力。 

 

国际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均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预期，但表态偏

鸽派；日本央行则意外宣布使用负利率，将未来的部分超额准备金利率

从之前的 0.1%降至-0.1%。随着日本宽松扩大以及欧元区有望在 3 月采取

进一步举动，国际流动性趋紧的风险有望缓解，对中国来说有一定的正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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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 -23.68% -15.61% -0.30% 

过去三个月 -15.01% -14.19% -9.49% 0.35% 

成立至今 85.77% 8.25% 14.66% 10.70% 

规模（万元） 36,305 8,787 7,057 7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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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4日－2016年 1月 29日 

过去三个月指 2015年 11月 2日－2016年 1月 29日 

成立至今指 2012年 5月 21日－2016年 1月 29日 

 

其他账户 

过去一个月指 2016年 1月 4日－2016年 1月 29日 

过去三个月指 2015年 11月 2日－2016年 1月 29日 

成立至今指 2010年 2月 1日－2016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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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制造业 
易方达新兴

成长 

易方达增强

回报 

易方达货币

B 

2 金融、保险

业 
国泰中小盘 国泰中小盘 嘉实超短债 

3 信息技术业 
嘉实泰和混

合 

易方达收益

B 
嘉实货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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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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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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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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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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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72 85.77% 

积极进取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08251 8.25% 

平衡增长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14657 14.66% 

稳健成长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10695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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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最后一个资产评估日是 1月 29日。 

 

账户单位价格走势（截至2016年1月29日） 

 

 

5．投资连结保险报告期末各类资产占比 

（2016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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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债 2,080     6% -        -        -        -        -        -        

金融债 -        -       -        -        -        -        -        -        

AAA企业债 -        -       -        -        -        -        -        -        

AA企业债 -        -       -        -        -        -        -        -        

债券型基金 -        -       -        -        2,611     37% 39,920   56%

货币市场基金 -        -       814        9% 354        5% 30,59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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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2,080     6% 814        9% 2,965     42% 70,511   98%

股票 31,147   85% -        -        -        -        -        -        

股票型基金 -        -       3,652     41% 2,318     33% -        -        

小计 31,147   85% 3,652     41% 2,318     33% -        -        

货币存款 3,076     8% 54         1% 90         1% 567        1%

混合型基金 -        -       4,182     47% 1,690     24% -        -        

存出保证金 81         1% -        -        -        -        -        -        

其他 39         0% 174        2% 39         0% 817        1%

小计 3,196     9% 4,410     50% 1,819     25% 1,384     2%

总计 36,423   100% 8,876     100% 7,102     100% 71,895   100%

其他

汇锋进取投资账户

权益类

稳健成长投资账户

固定收益率

资产类别

积极进取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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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