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0 年年中报告 

 

第一部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料 

 

一、公司法定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Ltd.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源祥 

三、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9、

10、11 层，邮编 518048 

四、公司经营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

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

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部分  公司简介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

“公司”，“集团”）于 1988 年诞生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

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整

合、紧密、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分别为 2318 和 6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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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的企业使命是：对股东负责，稳定回报，资产增值；对客

户负责，服务至上，诚信保障；对员工负责，生涯规划，安居乐业；对

社会负责，回馈社会，建设国家。中国平安倡导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

以追求卓越为过程，做品德高尚和有价值的人，形成了“诚实、信任、

进取、成就”的个人价值观，和“团结、活力、学习、创新”的团队价

值观。集团贯彻“竞争、激励、淘汰”三大机制，执行“差异、专业、

领先、长远”的经营理念。  

中国平安的愿景是以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为支柱，谋求企业

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创造持续增长的价

值，成为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和百年老店。 

中国平安通过旗下各专业子公司及事业部，即保险系列的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人寿）、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产险）、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险），银行系列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平安产险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平安小额消费信贷），

投资系列的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信托）、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平安证券）及中国平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平安证券（香

港））、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资产管理）及中国平安资产

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香港））、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平安期货）等，通过多渠道分销网络，以统一的品牌向超过 5100 万名

个人客户和 200 万名公司客户提供保险、银行、投资等全方位、个性化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国平安拥有约 41.7 万名寿险销售人员及 8.3 万余名正式雇员，各

级各类分支机构及营销服务部门 3,800 多个。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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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 9357 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 917 亿元。2009

年，集团实现总收入人民币 1528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45 亿元。从保险

业务收入来衡量，平安人寿为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产险为中国第

二大产险公司。 

2008 年，中国平安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

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名。2009 年 6 月,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

2009 年度“全球 500 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平安列全球寿险公司第二

名，中国企业第八名，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名。公司还是《福布斯》杂

志 2009 年度“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第 141 名。 

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企业，拥有完善的

治理架构，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中国平安遵循“集团控股、分

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的管理模式，在一致的战略、统一的品

牌和文化基础上，确保整体集团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中国平安拥有中

国金融企业中真正整合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平安

全国后援管理中心是亚洲领先的金融后台处理中心，公司据此建立起流

程化、工厂化的后台作业系统，并借助电话、网络及专业的业务员队

伍，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标准化、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通过业界首

创的客户服务节及万里通、一账通等创新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增值

服务。在 2009 年度的权威调查中，集团下属平安寿险、平安产险的客户

满意度均居行业首位。 

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平安致力于承

担社会责任。在依法经营、纳税的过程中创造企业的阳光利润；在社会

中尽到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贯彻在教育公益、红

十字公益、灾难救助等公益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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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平安已在全国各省市边远地区规划援建 100 所

平安希望小学，其中已经援建完成了 84 所（包括 32 所在建）；2009

年，中国平安还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在全国平安希望小学设立了“中国

平安希望奖学金”；连续六年开展中国平安励志计划，已奖励学生 2285

人，奖金总额达到人民币 774 万元，2009 年，中国平安启动了励志创业

大赛，并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500 万元设立“中国平安

励志基金”；连续六年投入百万，公益协办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连

续八年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员工无偿献血量近 836.3 万 CC，并向中华骨

髓库 2003 至 2010 年的所有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赠送一年期重大疾病和意

外伤害保险，预计捐赠总保额逾人民币 7 亿元。中国平安因此获得广泛

社会褒奖：公司连续八年获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连续五年获评

“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连续三年获评“最具责任感企业”。 

 

第三部分  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0 年年中报告 

 

一、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简介 

（一）投资账户名称：进取投资账户、平衡投资账户及稳健投资账户 

（二）账户设立时间：2001 年 3 月 31 日 

（三）投资策略： 

进取投资账户：将通过分散投资于能够获得较高回报的证券投资基

金为被保险人带来资本长期增值。 

平衡投资账户：将通过分散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及能够带来获得

较高回报的证券投资基金为被保险人带来长期资本增值和稳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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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投资账户：将通过主要投资于定息投资及有限度投资于证券投

资基金为被保险人带来稳定长期回报并将资本损失的风险减至最小。 

（四）投资工具： 

进取投资账户：在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证券投资基金、国债、金

融债券、信用等级在 AA+以上的中央级企业债券、国债回购、银行存款

以及监管部门批准的新投资项目。 

平衡投资账户：在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证券投资基金、国债、金

融债券、信用等级在 AA+以上的中央级企业债券、国债回购、银行存款

以及监管部门批准的新投资项目。 

稳健投资账户：在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证券投资基金、国债、金

融债券、信用等级在 AA+以上的中央级企业债券、国债回购、银行存款

以及监管部门批准的新投资项目。 

（五）投资组合规定： 

进取投资账户：标准投资比例预计为（但不限于）七成权益类证券

投资及三成固定收益证券投资。 

平衡投资账户：标准投资比例预计为（但不限于）五成权益类证券

投资及五成固定收益证券投资。 

稳健投资账户：标准投资比例预计为（但不限于）三成权益类证券

投资及七成固定收益证券投资。 

（六）投资风险： 

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多项风

险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 

1．政治、经济及社会风险：所有金融市场均可能随时因政治、经

济及社会状况及政策的转变而蒙受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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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风险：投资账户所投资的项目须承受所有证券的固有风

险，所投资项目的资产价值可升也可降； 

3．利率风险：投资账户所投资的证券投资基金及债券的价值可能

会因利率变动而蒙受不利影响；  

4．信用风险：投资账户所投资的银行存款及债券必须承担存款银

行、债券发行人违约风险。 

由于进取投资账户将主要投资于股票及证券投资基金，预计就中短期

而言，被保险人将承受较大的股票市场波动风险。因此，本投资账户适合

愿意作较长投资及承担较高风险以获得可能更大长期回报的被保险人。 

由于平衡投资账户将平均投资于权益类证券及固定收益证券，因

此，本投资账户适合愿意承受中等程度风险以获得可能更大长期回报的

被保险人。 

由于稳健投资账户将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因此，本投资账户

适合愿意承担中低度风险以获得较为稳定投资回报的被保险人。 

二、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管理人报告 

（一）历史业绩： 
业绩周期 团体进取账户 团体平衡账户 团体稳健账户 

2001/03/31-2001/12/31 6.56% 5.35% 4.91% 

2001/12/31-2002/12/31 -3.49% 1.21% 4.53% 

2002/12/31-2003/12/25 7.06% 3.91% 2.69% 

2003/12/25-2004/12/31 -4.21% -1.63% 1.52% 

2004/12/31-2005/12/29 8.57% 7.58% 2.47% 

2005/12/29-2006/12/28 85.01% 48.43% 11.75% 

2006/12/28-2007/12/27 90.76% 64.95% 27.68% 

2007/12/27-2008/12/31 -36.97% -13.73% -4.37% 

2008/12/31-2009/12/31 42.95% 23.09% 9.28% 

2009/12/31-2010/06/30 -12.66% -4.76% -2.32% 

设立以来累计收益率 219.88% 191.16% 70.73% 

注 1：以上收益率根据每周公布的单位净值卖出价计算； 

注 2：以上账户均于 2001 年 3 月 31 日设立； 

注 3：投资连结保险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为：（P1/P2-1）*100%；其中：P1 为投连

账户期末估值日单位净值卖出价；P2 为投连账户期初日的上一估值日单位净值卖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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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及市场回顾 

去年信贷投资增幅过快导致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土地和房产价格飙

升。进入 2010 年，管理层实行收紧信贷、严控房价的政策，国内投资增

幅下降，出口和消费温和增长。同时，政府推出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

民间投资和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相关政策。海外方面，欧元区主要

经济体的信用评级被频频调低，引发市场对国际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

带动 4 月底以来全球股市下行，但目前外围市场已开始出现企稳迹象。 

今年 4 月，酝酿已久的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正式上线交易，A 股市

场首度迎来了做空机制。此外，政府开始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银行严

格控制房贷，导致上下游产业估值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沪深 300 指数今年累计下跌 28.32%，各行业全线下跌，除医

药生物及电子元器件板块外，其余行业上半年跌幅均超过 10%，其中房

地产、化工、采掘、黑色金属 4 个板块跌幅超过 30%。 

债券市场方面，今年上半年总体呈震荡上行态势，中债全债指数涨

幅 3.42%，债券市场出现一轮牛市行情。上半年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

食品和居住类价格快速上涨，但整体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债券市

场资金流动性一直保持宽松，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空间有限。 

（三）账户投资回顾及展望 

1．平安团体退休金进取投资账户： 

基于对市场震荡的判断，年初账户权益仓位维持在中性水平，通过

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优选基金和股票。4 月份地产调控政策出台，

市场出现快速下跌，账户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进行了重新

评估，稳步降低了权益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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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账户权益仓位已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投资经理将投

资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变化，积极灵活的应对市场变化。基金

品种方面，投资经理将关注进取性较好的主动型基金，在市场风格不断

转换的环境下，寻找持续稳定的超额收益机会。 

2．平安团体退休金平衡投资账户： 

团体平衡账户在年初即大幅降低权益仓位，在随后的市场大跌中体

现出良好的抗跌性。同时，在中小市值股票持续跑赢大盘的情况下，投

资经理选取运作灵活并善于挖掘市场热点的优质主动型基金，取得了较

好的品种收益。 

目前，基于对市场情绪偏弱和风格转换完成的判断，账户整体权益

仓位较低，风格配臵均衡。投资经理将寻找持续表现优异的基金品种长

期持有，并密切关注市场结构调整，保持账户操作的灵活性和稳健性。 

3．平安团体退休金稳健投资账户： 

本账户采取稳健策略，仓位波动不大，每月定期调整基金持仓结

构，优化组合配臵。6 月份市场中小盘风格到达极致，投资经理保持高

度警惕，及时对中小盘风格基金进行了清理，部分规避了中小盘股补跌

的风险，同时权益资产风格回归均衡，实现了灵活配臵的超额收益。 

固定收益方面，账户上半年整体保持中性久期和配臵策略，一季度

减持了部分为交易而持有的长期债券。 

（四）2010 年下半年市场展望 

下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压力仍然存在，虽然近期房地产市场在政府

的严厉打压下成交量出现萎缩，但房价并未出现显著下降，因此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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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不大可能松动；出口方面，受海外经济复苏放缓影

响，下半年增速可能出现显著回落；国内消费下半年可能基本保持稳

定，整体 GDP 增长率在下半年或有所回落。 

目前 A 股整体估值已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企业盈利预期一致下调，

股票市场已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回落风险。同时政策进入观察期，短

期内难以出现显著松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将持续，但长期看对经

济发展有利，短期市场或仍将处于震荡寻底的阶段。 

投资经理将深度挖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等带来的

结构性机会，努力通过主动把握市场热点板块获取稳定的超额收益。 

下半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其复杂性将超出预期。同时，

当前债券收益率吸引力不大，因此债券市场下半年整体呈现震荡格局的

可能性较大。 

（五）投资管理人简介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产管理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 5 月，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 亿元，注册地上海。 

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中国第一家以保险为核心的，融证券、信托、银行、资产管理、企

业年金等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成立于 1988 年，总

部位于深圳。2004 年 6 月和 2007 年 3 月，中国平安集团先后在香港联

交所主板及上海证交所上市。 

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领域涉及：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

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基础建设投资、股权投资等等。截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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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 5700 亿元人民币，拥有长

期成功的大额资产投资管理运作经验，是国内资本市场最具规模及影响

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三、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相关费用收取 

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相关费用收取可于下述财务

报告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中进行查询。 

四、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0 年年中财务报告 

 

 

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资产负债表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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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稳健 平衡 进取 稳健 平衡 进取 

 
附注
四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资产        
货币资金 1 79,270,393  34,443,124  52,535,225  102,053,898  22,076,238  15,962,599  
交易性金融资产 2 1,531,112,294  199,882,910  537,750,552  1,711,202,135  269,528,495  705,194,188  
应收利息 3 128,987,463  6,790,880  3,622,944  98,347,516  5,170,190  2,600,710  
定期存款 4 1,360,000,000  70,000,000  50,000,000  1,360,000,000  70,000,000  50,000,000  
其他资产 5 0  0  1,337,994  - - 3,407,915  

        
资产合计  3,099,370,150  311,116,914  645,246,714  3,271,603,549  366,774,923  777,165,412  
        
负债与投保人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6 200,000,000  0  10,000,000  230,000,000  40,000,000  39,999,750  
其他应付款 7 1,900,760  179,444  133,990  10,319,051  1,401,116  3,977,886  
        
负债合计  201,900,760  179,444  10,133,990  240,319,051  41,401,116  43,977,636  
        
投保人权益   0      

累计净资产 8 2,897,469,390  310,937,470  635,112,724  3,031,284,498  325,373,807  733,187,776  
        

负债与投保人权益
合计  3,099,370,150  311,116,914  645,246,714  3,271,603,549  366,774,923  777,165,41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投资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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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稳健 平衡 进取 

 附注四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业务收入     

利息收入  29,388,250  1,671,366  1,348,339  

投资收益 9 28,787,256  （827,661） （40,703,40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 （149,818,067） （21,569,938） （76,273,036） 

     

小计  （91,642,560） （20,726,233） （115,628,102） 

     

投资业务支出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1,401,794  109,015  88,507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11 14,347,023  1,939,057  5,024,917  

业务及管理费 12 （5,036,284） （764,772） （1,952,284）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4,454  0  106,918  

     

小计  11,016,988  1,283,299  3,268,059  

     

投资利润  （102,659,548） （22,009,532） （118,896,16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净资产变动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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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附注四   稳健投资账户  平衡投资账户      进取投资账户  

     

累计净资产     

 年初余额  3,031,284,498 325,373,807 733,187,776 

 本年净转入/（转出）资金  （31,155,560） 7,573,195 20,821,109 

 本年投资收入  （102,659,548） （22,009,532） （118,896,161） 

     

 年末余额  2,897,469,390  310,937,470  635,11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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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10 月 28 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保监会”）《关于成立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机

审„2002‟351 号）批准，由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集

团公司”）联合十六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核准登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000001003746，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 亿

元，其中平安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99%的股权。根据本公司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规定，本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800,000,000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原股东认缴。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平安集团公司作为出资投入本公司的部分银行存款、投资资产及固定资

产等，其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的手续正在进行之中。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

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 

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包括平安汇盈人生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以及平安团体退休金

投资连结保险。同时，本公司为上述投资连结保险共设臵 3 个投资账户：稳健投资账

户（以下简称“稳健账户”）、平衡投资账户（以下简称“平衡账户”）以及进取投

资账户（以下简称“进取账户”）。上述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

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及上述投资连结保险的有关条款，并经向中国保监会报批后

设立。上述投资账户的投资对象为银行存款、拆出资金、依法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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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股票及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及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是根据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

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

户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0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资产变动情况。

本财务报表以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会计年度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2．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

货币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各项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价。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金融

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本集团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

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

的当前公允价值和现金流量折现法等。 

4．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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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的合同。 

（1）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终止确认：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保留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但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

将收取的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或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并且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

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

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

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

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

有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者现

有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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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收款项。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金融

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其他金

融负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其他

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资产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1）取得该金融资产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内出

售或回购；2）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

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3）属于衍生金融工具。对于此类金融

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及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

入当期损益。 

对于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及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

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3）衍生工具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衍生工具主要为投资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时获得的股

票认购权证。衍生工具初始以衍生交易合同签订当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以其公

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价值为正数的衍生工具确认为一项资产，公允价值为负数的确

认为一项负债。 

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任何不符合套期会计规定的利得或损失，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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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买入返售及卖出回购协议 

买入返售及卖出回购业务按发生时实际支付或收到的款项入账，并在资产负债表

中确认。买入返售的标的资产在表外作备查登记，卖出回购的标的资产仍在资产负债

表中确认。 

买入返售及卖出回购业务分别按实际利率法在返售或回购期间内确认为利息收入

和利息支出。 

6．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

流入额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利息收入按他人使用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确认。 

投资收益主要包括基金、债券和股票投资收益。基金投资收益包括基金分红收入及基

金买卖差价收入。基金分红收入于除息日确认，按基金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

额入账。基金买卖差价收入于实际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债券投资收益包括债券利息收入及债券买卖差价收入。债券利息收入在债券实际持有

期内按实际利率法于估值日计提。债券买卖差价收入于实际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金额与

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股票投资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收入及股票买卖差价收入。股票分红收入于除息日确

认，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入账。股票买卖差价收入于实际成交

日确认，并按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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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7．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金乃按税法规定就证券买卖差价等收入按适用的税率 5%征收。营业税金附

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乃按营业税之一定比例计缴。 

8．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主要为支付资产管理费。 

9．投资组合 

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投资连结保

险管理暂行办法》、《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投资连

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于单一基金占可投资于基金的资产比例、投资于单一基金占该基

金份额的比例、投资于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国债资金的比例以及投资于股票的比例等

作出规定。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按照上述规定以及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说明书、平安世纪才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平安赢定金生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

明书、平安聚富步步高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平安聚富年年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

明书、平安汇盈人生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以及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

产品说明书中列示的投资组合限制等进行投资。 

四、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主要为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存放于银行的存期为 3 个月以内的定期存

款、活期存款和存放于本公司之关联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

券”）交易账户的存出证券交易保证金。 

2．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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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账户的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市值 浮盈 

    
基金投资 659,611,224  606,488,973  （53,122,251） 
债券投资 888,555,534  924,623,322  36,067,788  
股票投资 0  0  0  

    

合计 1,548,166,757 1,531,112,294 （17,054,463） 

 

稳健账户各类基金投资市值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市值  占比  

   
股票型基金 605,621,973 100% 

债券型基金 - - 
货币市场基金 - - 
混合基金 867，000 0% 

   

合计 606，488，973 100% 

 

稳健账户各类债券投资账面余额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账面余额 占比 

   
国债 174,350,000 19% 
金融债 460,959,800.00 50% 
企业债 289,313,522 31% 

   

合计           924，623，322  100% 

 

稳健账户债券信用评级分类账面余额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评级 评级 AA   AA+  AAA/A-1  

     金融债 账面余额   460,959,800 
 占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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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 账面余额   289,313,522 
 占比   100% 

     

合计    750，273，322 

 

平衡账户的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市值 浮盈 

    基金投资 123,126,685  116,247,909  （6,878,776） 
债券投资 80,168,160  83,635,000  3,466,840  
股票投资 0 0 0 

       

合计 203,294,845 199,882,909 （3,411,936） 

 

平衡账户各类基金投资市值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市值  占比  

   
股票型基金 116,247,908 100% 

债券型基金 - - 
货币市场基金 1 0% 
混合基金 - - 

   

合计 116, 247,909 100% 

 

平衡账户各类债券投资账面余额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账面余额 占比 

   
国债 10,000,000 12% 
金融债 73,635,000 88% 
企业债 - - 
   

合计           83,63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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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账户债券信用评级分类账面余额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评级 评级 AA   AA+  AAA/A-1  

     金融债 账面余额   73,635,000 
 占比   100% 
企业债 账面余额   - 
 占比   - 

     

合计    73,635,000 

 

进取账户的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市值 浮盈 

    基金投资 437,960,359  399,478,732  （38,481,627） 
债券投资 111,333,373  113,411,900  2,078,527  
股票投资 24,396,335  24,859,920  463,585  

    

合计 573,690,066 537,750,552 （35,939,514） 

 

进取账户各类基金投资市值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市值  占比  

   
股票型基金 380,801,807 95% 

债券型基金 - - 
货币市场基金 - - 
混合基金 18,676,924 5% 

   

合计 399,478,732 100% 

 

进取账户各类债券投资账面余额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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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账面余额 占比 

   
国债 - - 

金融债 91,897,000 81% 

企业债 21,514,900 19% 
   

合计          113,411,900  100% 

 

进取账户各类股票投资账面余额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市值  占比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信息技术业  24,859,920  100% 

批发和零售贸易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综合   
   

合计     24,859,920  100% 

 

进取账户债券信用评级分类账面余额及占比：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评级 评级 AA   AA+  AAA/A-1  

     金融债 账面余额 - - 91,897,000 
 占比 - - 100% 
企业债 账面余额 - - 21,514,900 
 占比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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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3,411,900 

 

3．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为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应收未收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债券利

息收入、证券交易保证金利息收入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等。 

4．定期存款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定期存款存期为 36 个月至 61

个月，年利率为 3.37%至 5.76%。 

5．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主要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应收股利以及内部往来。内部

往来主要为本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活动及资金转入或转出时所产生的时间差

异。内部往来款项不计利息，但定期结算。 

6．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账户名称 交易场所 期限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稳健账户 银行间 7天 200000000 

进取账户 银行间 7天 10000000 

    

合计   210000000 

7．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投资资产估值增值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

加。 

8．累计净资产 

累计净资产反映自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建账日起，保户缴纳投资连结保险的

保费中转入各投资账户的净累计资金及累计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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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基金、债券及股票投资收益 

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为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于基金、债券

及股票所获的投资收益。 

稳健账户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明细：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基金分红收入                 6,723,620  
基金买卖差价收益                 3,626,590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10,350,210 

   
债券利息收入 20,112,323  
债券买卖差价收益 2,228,293  
债券投资收益合计 22,340,616  

   

投资收益合计 32,690,826 

 

平衡账户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明细: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基金分红收入 2,844,481  
基金买卖差价收益 （5,283,392）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2,438,911） 

  
债券利息收入 1,747,106  
债券买卖差价收益 （135,856） 
债券投资收益合计 1,611,250  

  
投资收益合计 （827，661） 

 

进取账户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明细: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基金分红收入 2,002,516  
基金买卖差价收益 （17,702,634）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15,700,118） 

  
债券利息收入 2,12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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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买卖差价收益 2,052,617  
债券投资收益合计 4,176,126  

 
股票分红收入 483,322  
股票买卖差价收益 （29,662,735） 
股票投资收益合计 （29,179,413） 

  
投资收益合计 （40，703，405） 

10．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平安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

户资产根据持有目的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11．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是本公司根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单条款而向保户收取的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对于稳健账户、平衡账户和进取账户，本公司在每个估值日收

取行政管理费和投资管理费，其中行政管理费的最高标准为投资账户资产的 1.5%，以

年率计；投资管理费的最高标准为投资账户资产的 1.5%，以年率计。 

于本会计期间，本公司向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收取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费率

如下（以年率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行政管理费 0.50% 0.50% 0.50% 

投资管理费 0.50% 0.75% 1.00% 

    

合计 1.00% 1.25% 1.50% 

  

12．业务及管理费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业务及管理费主要包括银行结算费用、托管费以及为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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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本利得而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五、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 

本年度与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有重大交易的关联方如下： 

  关联方    与本公司的关系  

  

 平安证券       母公司控制的公司  

2．关联方交易 

从平安证券收取的交易保证金利息收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稳健账户 531,891 

平衡账户 165,442 

进取账户 71,826 

3．与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存放在平安证券的交易保证金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稳健账户 79,270,393 

平衡账户 34,443,124 

进取账户 377,242 

六、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资产托管银行未发生变更。 

七、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八、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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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止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并无须作披露的重大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比较数据 

若干比较数字已重新编排，以符合本年度之呈报形式。 

十一、财务报表之批准 

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管理层于 7月 29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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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备查文件目录 

 

一、《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中国保监会批准备案

文件 

二、报告期内披露的各项公告原件 

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