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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月度报告 

（2011年02月） 
 

一、政策信息 

由于国内通胀压力较大，央行 1月 14日将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 50个基点至创纪录的 19%。

统计局 20日发布数据显示，全年 CPI上涨 3.3%，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达 7.2%。国务院常务会议

公布了八条最新楼市调控政策：第二套房贷款的首付将提高至六成；对楼价升幅过快的城市，

从严制定买楼的政策，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二、投资市场月度综述 

1、国际经济 

韩国央行13日意外将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至2.75%。13日印度政府公布了十四条抑制

通货膨胀的措施，旨在控制近期因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飙升而引起通货膨胀。匈牙利及以色列

央行24日分别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6%和2.25%。 

 

2、国内经济及市场 

1月份A股市场依然呈现震荡调整的格局，市场结构性差异凸显。中小板和创业板，因估值

过高，股价缺乏业绩支撑，以及机构调仓等因素影响，下跌幅度较大。估值调整的特征在1月份

的股市中尽显无疑。整月来看，上证综指收于2790，月跌幅0.62%，深成指收于11994点，跌3.72%，

而创业板和中小板综指月跌幅分别达到10%和9.34%。 

 

从行业表现来看，铁路运输、建筑业、航运业、汽车及配件、钢铁等行业涨幅居前，均为

低估值行业。而高估值行业如软件服务、医疗器械、有色及电子元器件行业跌幅都接近10%。  

 

1月股票型基金下跌4.56%，混合型基金下跌4.82%，债券型基金下跌1.07%。 

 

1月份由于加息预期未曾消退，债市呈现小幅下跌态势。月底由于央行再次提高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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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市场资金面异常紧张，1天和7天回购利率一度上行至7.92%和8.62%。货币市场压力传导至

现券市场，表现为短期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 3个月的央票上升了1.4%到4.83%。对通胀持续上

升的担忧，债券组合经理为避免风险，多买入期限较短的债券，卖出期限较长的债券，1到3年

期的国债收益率下跌4到14个基点不等，而中长端的债券收益率整体上移6个和13个基点不等。

企业债下跌幅度略大于国债，市场利差有所扩大，显示出投资者对信用市场整体风险的较为谨

慎。 

 

2月8日央行再度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由于通胀压力还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市场

预期央行未来还有加息的举措。如果央行再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话，则资金面压力较大。债

券市场经过连续调整后，部分品种显示出长期配置价值。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债市下

跌带来的配置性机会。 

 

3、投资市场风险与机会 

目前市场面临两大风险因素：一是通胀攀升，投资者还是担心未来陆续会出台货币紧缩政

策；二是资金面的压力，央行持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流动性的收紧将对市场造成明显的

负面影响。 

 

从市场机遇方面来看，在经济企稳向上的基础上，今年受政策扶持的相关行业将凸显投资

机会。 

 

 

 

 

 

截止日期：2011年1月31日 
 最近30天 最近60天 最近100天 最近一年 今年以来 
中证股票基金 -4.56% -5.42% -5.45% 2.83% -4.56% 

中证混合基金 -4.82% -5.70% -3.39% 6.10% -4.82% 

中证债券基金 -1.07% -0.51% -1.15% 6.05% -1.07% 

中证货币基金 0.25% 0.45% 0.69% 1.96%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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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账户月度报告 

l 投资账户简介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有20个投资账户，分别为进取账户、平衡账户、稳健账户、

现金增值账户、积极型账户、配置型账户、平稳型账户、无忧型账户、成长型账户、锐取A型账户、先锋A型

账户、和谐A型账户、添利A型账户、货币A型账户、先锋B型账户、和谐B型账户、添利B型账户、货币B型账

户、先锋C型账户和添利C型账户。 

l 投资账户收益率                                        截止日期：2011年1月31日 

产品名称 账户名称 最近 30天 最近 60天 最近 100天 最近一年 今年以来 成立至今 

锐取Ａ型账户 0.60% -2.05% 7.81% 不足一年 0.60% 25.47% 

先锋 A型账户 -2.06% -6.38% -4.54% 0.55% -2.06% -6.22% 丰利年年 

货币 A型账户 0.23% 0.38% 0.54% 1.53% 0.23% 8.11% 

进取账户 -1.84% -5.53% -3.96% 2.84% -1.84% 232.82% 

平衡账户 -2.61% -5.28% -2.66% 4.60% -2.61% 163.99% 

稳健账户 -0.73% -0.65% -1.99% 5.05% -0.73% 50.99% 
步步为赢 

现金增值账户 0.23% 0.39% 0.57% 1.61% 0.23% 8.78% 

积极型账户 -1.45% -2.30% -6.14% 1.01% -1.45% 121.81% 

配置型账户 -2.98% -5.92% -4.18% 5.15% -2.98% 101.37% 

平稳型账户 0.13% -0.30% -0.24% 7.23% 0.13% 36.30% 

无忧型账户 0.25% 0.37% 0.48% 1.51% 0.25% 8.17% 

 吉祥宝 

成长型账户 0.28% -3.43% -8.30% -3.48% 0.28% 0.59% 

先锋 A型账户 -2.06% -6.38% -4.54% 0.55% -2.06% -6.22% 

和谐 A型账户 -2.50% -5.09% -2.78% 4.54% -2.50% -19.24% 

添利 A型账户 -0.68% -0.78% -1.50% 3.33% -0.68% 9.79% 

智富赢家 A&B 

步步为赢Ⅱ代 

货币 A型账户 0.23% 0.38% 0.54% 1.53% 0.23% 8.11% 

先锋 B型账户 -1.67% -5.18% -5.26% 0.14% -1.67% -19.01% 

和谐 B型账户 -2.82% -5.63% -1.86% 2.61% -2.82% -32.41% 

添利 B型账户 -0.37% -0.80% -2.02% 3.74% -0.37% 7.28% 
智富赢家 C&D 

货币 B型账户 0.22% 0.39% 0.53% 1.58% 0.22% 6.13% 

先锋 C型账户 -3.53% -8.14% -3.15% 5.59% -3.53% 44.92% 
智汇赢家 A&B 

添利 C型账户 -0.25% -0.53% 7.81% 6.21% -0.25% 12.82% 

1. 上表中所列投资账户收益率及本报告以下提及的投资账户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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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资产转移的建议，投资建议请咨询您的理财顾问。 

2. 投资账户收益率计算：上表所列投资账户收益率是依据所列期间的期初日和期末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而得。计   

算公式为：（期末投资单位价格 – 期初日投资单位价格）/ 期初日投资单位价格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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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投资账户说明 
 
进取账户：投资报酬与风险兼顾，适合稳健型或积极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4/09/22 

投资范围：开放式偏股型基金。经理人操作手法稳健，投资于具有合理价值的潜力股。 

投资目标及策略：追求长期的资本增值。主要投资于价值暂时被市场低估，具有良好长期成长前景的股票。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用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0.5%。 

 

 

平衡账户：适合稳健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4/09/22 

投资范围：开放式平衡型基金。经理人操作手法稳健，平衡投资于潜力股和低风险国家债券。资产配置比例相对固定，债券投

资遵照合理价值的原则进行。 

投资目标及策略：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相平衡。主要投资于价值暂时被市场低估，具有良好长期成长前景的股票和低

风险的国家债券。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用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0.5%。 

 

 

稳健账户：适合保守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4/09/22  

投资范围：开放式纯债型基金。经理人操作手法稳健，投资于低风险的国家债券和优良企业的可转换债券。资产配置比例相对

固定。 

投资目标及策略：追求较高水平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用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0.5%。 

 

 

现金增值账户：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收益稳定，适合对资产流动性要求较高且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5/07/27 

投资范围：开放式货币型基金，仅投资于在国内依法发行、高信用等级、具有一定剩余期限限制的债券、央行票据、回购，以

及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到期期限原则上控制在120 天左右。 

投资目标及策略：保持本金的安全性与资产的流动性，追求稳定的当期收益。以严谨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采用稳健的投资

组合策略，通过对短期金融工具的操作，在保持本金安全性与资产流动性的同时，追求稳定的当期收益。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用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0.5% 。 

 

 

积极型账户；投资报酬与风险兼顾，适合稳健型或积极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6/07/01 

投资范围：95%-100%投资于股票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投资目标：遴选优质股票型开放式基金，追求长期的投资账户增值。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股票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长期增值。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当前年费率为1%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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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配置型账户：适合稳健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6/07/01  

投资范围：95%-100%投资于配置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投资目标：遴选优质配置型开放式基金，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相平衡。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配置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均衡增值。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当前年费率为0.8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

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平稳型账户：适合保守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6/07/01  

投资范围：95%-100%投资于债券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投资目标：遴选优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追求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债券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获得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当前年费率为0.8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

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无忧型账户：适合对资产流动性要求较高且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6/07/01  

投资范围：95%-100%投资于货币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投资目标：遴选优质货币型开放式基金，追求较其它类型开放式基金而言更高程度的本金安全，和与投资风险水平相适应的当

期收益。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货币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本金安全和与投资风险水平相适应的当期收益。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1%。当前年费率为0.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

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成长型账户：与股指联动，适合稳健型或积极型投资者。 

成立时间：2006/07/01  

投资范围：95%-100%投资于指数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投资目标：遴选优质指数型开放式基金，追求因指数型开放式基金标的投资工具长期成长而带来的投资账户的长期增值。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指数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长期增值。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当前年费率为0.8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

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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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取 A型账户：优选行业，精选券种，以追求账户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成立时间：2010/03/08 

投资范围：股票、基金和固定收益金融工具。本账户可以进行债券回购交易。 

投资策略： 

1. 资产配置策略 

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互相补充的方法，以权益类资产配置为主，适度调配非权益类资产，

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趋势分析有机结合进行前瞻性的决策。 

2. 固定收益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通过分析判断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宏观政策、以及影响债券市场价格的微观因素，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

向、未来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趋势，以及信用利差变动趋势的预期，主动地调整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组合期限结构，以及组

合在政府债券与信用债券之间的配置比例，提高本账户固定收益组合的收益水平；同时，投资管理人还将根据债券市场的动态

变化，采取多种灵活策略（如，骑乘策略），力争获取超额投资回报。 

3. 股票投资策略 

行业配置：通过对经济周期、产业环境、政策和竞争格局的分析和预测，确定宏观及行业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潜

在影响，得出各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并据此对投资资产的行业分布进行动态调整。 

个券选择：应用基本面分析方法，选出基本面较好的股票，综合运用经济周期理论，精选预期表现好的股票构建组合。 

4. 基金投资策略 

投资管理人以宏观经济、宏观政策、市场运行特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结果为依据，对未来市场趋势做出判断，并据此确定

各类型基金在账户组合中的配置比例。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的资产管理费率不超过2.0%，当前资产管理费率为1.75%。在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前提下，

我们保留调整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率的权利，若我们对上述目前采用的资产管理费率进行调整，将提前通知您。 

投资组合限制: 股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50%；现金、固定收益金融工具和债券型基金 0%-50% 。 

 

 

先锋A型账户：遴选优质股票型开放式基金，追求长期的投资账户增值。 

成立时间：2007/07/31  

投资范围：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股票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长期增值。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股票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0% 。当前年费率为1.7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

本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和谐A型账户：遴选优质配置型开放式基金，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相平衡。 

成立时间：2007/07/31  

投资范围：配置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配置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均衡增值。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配置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0% 。当前年费率为1.7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

本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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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利A型账户：遴选优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追求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成立时间：2007/07/31  

投资范围：债券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债券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获得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债券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0% 。当前年费率为1.7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

本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货币A型账户：遴选优质货币型开放式基金，追求较其它类型开放式基金而言更高程度的本金安全，和与投资风险水平相
适应的当期收益。 

成立时间：2007/07/31  

投资范围：货币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货币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本金安全和与投资风险水平相适应的当期收益。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货币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1.0%。当前年费率为0.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

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先锋B型账户：遴选优质股票型开放式基金，追求长期的投资账户增值。 

成立时间：2008/01/08  

投资范围：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股票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长期增值。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股票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0% 。当前年费率为1.7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

本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和谐B型账户：遴选优质配置型开放式基金，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相平衡。 

成立时间：2008/01/08  

投资范围：配置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配置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均衡增值。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配置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0% 。当前年费率为1.7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

本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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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利B型账户：遴选优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追求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成立时间：2008/01/08  

投资范围：债券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债券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获得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债券型开放式基金，0%-5%

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2.0% 。当前年费率为1.7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

本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货币B型账户：遴选优质货币型开放式基金，追求较其它类型开放式基金而言更高程度的本金安全，和与投资风险水平相
适应的当期收益。 

成立时间：2008/01/08 

投资范围：货币型开放式基金、现金及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货币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本金安全和与投资风险水平相适应的当期收益。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货币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1%。当前年费率为0.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

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先锋 C型账户: 遴选优质股票型开放式基金，追求长期的投资账户增值。 

成立时间：2008/08/15  

投资范围：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现金、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股票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的长期增值。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股票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 2%。当前年费率为 2%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公司

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添利 C型账户：遴选优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追求长期的投资账户增值。 

成立时间：2008/08/15 

投资范围：债券型开放式基金，现金、银行存款。 

投资策略：通过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遴选继往投资表现优异、投资风格稳定、公司治理良好的债券型开放

式基金，以期努力实现投资账户获得较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当期收益。 

投资组合限制：95%-100%投资于债券型开放式基金，0%-5%现金、银行存款用于备付需要。 

资产管理费用：每年费率不超过投资账户价值的 2%。当前年费率为 0.85% ，在符合相关规定并提前通知投保人的情况下，本

公司可以调整资产管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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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交易型投资者可以关注波段操作的机会。同时投资者需密切关注政策面和宏观经济数据的

变化，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宜利用货币型账户来回避股票市场的波动，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密

切关注债市下跌带来的配置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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