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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市场回顾 - 国内市场概况 

（1）宏观经济 

3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5，环比回升 1.2 个百分

点，连续 20 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主要分项指标，本月生产指数上升

2.4 个百分点至 53.1，新订单指数上升 2.3 个百分点至 53.3；本月新出

口订单指数上升 2.3 个百分点至 51.3，进口指数上升 1.5 个百分点至

51.3。PMI 数据显示经济仍处扩张区间，且分项指标全面回升，分析认为

主要是春节后项目陆续开工。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3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532.3 亿美元，

同比上 5.3%。其中，出口 1741.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7%；进口 1791.0

亿美元，同比上升 14.4%，贸易逆差 49.8 亿美元。出口增速大幅低于市

场预期，月度贸易逆差更是让市场大跌眼镜。究其原因，有去年同期高

基数影响，但更多的是人民币快速升值后累计效应显现，因为塑料制

品、箱包、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较上月有大幅下降，同时原油

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速加快。虽然全球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中，但结合贸

易摩擦及人民币升值，未来进出口趋势不确定性在加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 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

CPI 同比上涨 2.1%，低于市场预期，主要是春节因素的影响消退，3 月食

品 CPI 环比下跌 4.2%，明显回调。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升

3.1%,环比继续小幅回落。PPI 数据回落在市场预期内，预计年内工业品

价格涨幅继续回落。全年看通胀压力可控，但中枢高于去年。 

3 月央行公布金融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贷款 1.12 万亿元，略高于去年

同期，主要是企业贷款增长明显，企业贷款增量 5653 亿，高于去年同期

的 3686 亿，政策继续支持资金流向实体经济。M2 增速 8.2%，增速环比

明显下降。3 月全社会融资余额新增 1.33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863

亿。表外融资继续收缩，延续向表内融资转移的趋势，因而社融存量同

比增速从 11.2%回落至 10.5%。由于表内贷款额度的紧张及市场利率的下

滑，信用债发行大幅放量。 

（2）股票市场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3 月份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钢铁煤炭、银行、家电及

食品饮料板块跌幅居前，计算机和医药生物行业涨幅居前，整体上中小

盘风格的股票跌幅较小。具体而言，本月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11%，上证

50 指数下跌 5.44%，但中证 500 指数和股票基金指数分别上涨 1.51%和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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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8

年，市场从年初一致预期经济韧性很强，到现在对经济走势悲观预期大

幅提升。主要是利率持续提升，地产调控加码终将拖累经济，而且 2017

年基数不低；再加上 3 月底出现的中美贸易争端，股票市场也在反映投

资者的悲观预期。4 月份，将陆续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和

季报数据也将公布，届时市场有望重新评估企业盈利质量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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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3 月以来银行间市场

流动性宽松超出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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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增长与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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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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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

（%） 

最近 3

个月

（%） 

今年 

以来

（%） 

上证综合指数 3259.41 3168.90 -2.78 -4.18 -4.18 

沪深 300 4023.64 3898.50 -3.11 -3.28 -3.28 

上证 50 2878.67 2722.15 -5.44 -4.83 -4.83 

中小板指 7477.26 7443.59 -0.45 -1.47 -1.47 

中证 500 6023.68 6114.74 1.51 -2.18 -2.18 

股票基金指数 8551.95 8559.87 0.09 -2.21 -2.21 

（3）债券市场 

中债登和上清所托管数据显示，2018 年 3 月末中债登托管规模 51.16 万

亿元，环比增加 2747 亿元，增幅主要来自地方债发行开始放量，农发债

发行也有放量，国债存量规模有下降；上清所托管规模 17.47 万亿元，

环比增加 7969 亿元，主要得益于同业存单的大规模增加，此外短融超短

融和中票增速也超过千亿，信用债需求仍然集中于短久期。 

本月债市回顾，（1）本月，银行间资金面继续维持宽松，远超市场预

期，月底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是突发因素。债券市场在流动性宽松背景

下继续上涨。（2）3 月中旬以来，信用债市场供需两旺，3 月全月非金

融类信用债净增量超过 3100 亿，达到了 17 年以来的月度最高值。另

外，存单发行出现量增价跌，催化了短端利率的快速下行。 

指数方面，中债国债总财富（总值）指数上涨 0.69%，中债金融债券总财

富（总值）指数上涨 1.20%，中债企业债总财富（总值）指数上涨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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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1.89% -1.05% 0.15% -0.63% 

过去三个月 -7.16% -2.92% -1.82% 0.64% -2.02% 

成立至今 134.79% 43.03% 36.15% 14.55% -4.21% 

规模（万元） 61,086 22,210 17,868 71,669 1,653 

注： 

过去一个月账户收益率 =（2018年 3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 2018年 2月

期末单位资产净值）/2018年 2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100% 

过去三个月账户收益率 =（2018 年 3 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 2017 年 12

月期末单位资产净值）/2017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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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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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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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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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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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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和零

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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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保

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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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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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93 134.79% 

积极进取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43026 43.03% 

平衡增长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36153 36.15% 

稳健成长 

投资账户 
2010年 2月 1.00 1.14551 14.55% 

低碳环保精

选投资账户 
2016年 8月 1.00 0.95788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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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最后一个资产评估日是 3月 30日。 

账户单位价格走势（截至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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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连结保险报告期末各类资产占比 

（2018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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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    8%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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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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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型基金 -      -    -      -    3,075    17% 40,352   56% 825      50%

货币市场基金 -      -    1,228    5% 3,649    20% 25,555   36% 19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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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5,026   8% 1,228   5% 6,724   37% 65,907  92% 1,021   62%

股票 43,158   70% -      -    -      -    -      -    -      -    

股票型基金 -      -    12,217   54% 6,275    35% -      -    333      20%

小计 43,158  70% 12,217  54% 6,275   35% -     -    333     20%

货币存款 13,136   22% 2,234    10% 2,097    12% 5,969    8% 94       5%

混合型基金 -      -    6,803    31% 3,030    16% -      -    213      13%

存出保证金 46       0% -      -    -      -    -      -    -      -    

其他 179      0% 92       0% 8        0% 53       0% -      0%

小计 13,361  22% 9,129   41% 5,135   28% 6,022   8% 307     18%

总计 61,545  100% 22,574  100% 18,134  100% 71,929  100% 1,661   100%

权益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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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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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