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名称：招商信诺智汇赢家投资连结保险（A款）/招商信诺智汇赢家投资连结保险（B款）

注:(1)投资账户收益率 =（本年期末价格 - 上年期末价格）/ 上年期末价格 *100%;各投资账户均取每年最后一个评估日公布的价格为期末价格

(2)每年新设立的投资账户当年的收益率自该账户设立之日开始计算,其上期期末价格均取为 1.0000

����(3)受投资账户年末资金进出影响，部分投资组合年末时点的实际投资组合比例与期望投资组合比例存在差异

(4)估值原则:本独立账户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按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在账户计价日进行调整外，其余均以历史成

本为计价原则。 如果以后发生资产减值，则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二○一三年半年度信息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先锋 B 型账户 添利 B 型账户

一、投资账户简介

此账户设立于 2008 年 8 月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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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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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账户设立于 2008 年 8 月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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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资账户各年投资收益率

2008 年 -1.87%

���������2009 年 50.74%

���������2010 年 3.38%

���������2011 年 -20.89%

���������2012 年 3.25%�

��������2013 年上半年 0.01%

2008 年 6.33%

���������2009 年 0.05%

���������2010 年 7.47%

���������2011 年 -3.14%

���������2012 年 6.74%���������������

���������2013 年上半年 1.40%

10,681,259�

11,817�

10,669,442�

8,718,630�

1,950,812�

10,669,442�

38,322�

190,645�

0�

(46,858)�

0�

(18,793)�

163,317�

四、资产管理费

资产管理费率：2%

2013 年上半年发生额:172035 元

资产管理费率：0.85%

2013 年上半年发生额:46858 元

六、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无资产托管银行 无资产托管银行

五、投资组合

货币资金:193862 元

基金投资:15572763 元

货币资金:285869 元

基金投资:10395291 元

三、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投资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年末累计净收益 /(亏损)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

经营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其他收入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资产管理费及保单管理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他支出

本年净收益(亏损)

15,766,699�

27,332�

15,739,367�

17,218,824�

(1,479,457)�

15,739,367�

(705,106)�

1,062,649�

0�

(172,035)�

(22)�

(95,470)�

90,016�

光大永明投资连结保险

投 资 单 位 价 格 公 告

本次评估日期：2013 年 9 月 18 日至 2013 年 9 月 25 日

卖出价

1.7312

1.7549

2.7560

0.8174

1.1640

买入价

1.7670

1.8207

2.8882

0.8480

1.1878

卖出价

1.7323

1.7850

2.8315

0.8314

1.1645

卖出价

1.7318

1.7903

2.8415

0.8205

1.1645

买入价

1.7665

1.8187

2.8825

0.8317

1.1881

卖出价

1.7318

1.7831

2.8260

0.8154

1.1648

投资账户名称

9月 18日

稳健型投资账户

平衡型投资账户

进取型投资账户

指数型投资账户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买入价

1.7658

1.7900

2.8111

0.8337

1.1873

9月 23日 9月 24日

买入价

1.7665

1.8261

2.8983

0.8369

1.1878

9月 25日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Sun Life Everbright Life Insurance Co., Ltd.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 Hotline：95105698

www.sunlife-everbr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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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美联储“放鸽子” 黄金市场魅影重现

□

本报记者 官平

美联储在

9

月

18

日货币政策

会议上没有宣布缩减购债规模，

再次向市场“放鸽子”。 作为“鸽

派”代表人物的美联储主席伯南

克，似乎在最后一次奋力为黄金

市场“呐喊”，即将于明年

1

月卸

任的他已经阻止不了量化宽松

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中国国庆节、印度灯节

到来， 金银饰品迎来消费旺季，

国际金价会不会东山再起，抑或

只是一次“魅影重现”？

美联储“左右金价”

如果说，除了美元，美联储

最关心的应该是黄金。 显然，对

于美联储来说，量化宽松就是一

台

24

小时运转的“印钞机”，过度

印刷美元购买债务，令国际市场

对美元信任度大打折扣。 相反，

购入用于避险、保值的黄金进行

对冲风险。

从

2008

年

9

月雷曼倒闭以

来，美联储共祭出

3

轮

QE

政策，国

际金价从每盎司

800

美元一路蹿

升至

1900

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

大量印刷并投放美元，使得美元

信任度下降， 美国债务风险上

升，长此以往对经济影响弊大于

利。

去年底以来，美联储内部鹰

派势力日渐强大，反对

QE

声音不

绝于耳。 今年

4

月，因美联储

QE3

存变数，令金价出现了历史上罕

见的连续暴跌，以

20%

涨跌幅的

牛熊界限，黄金市场被认为由牛

市转入熊市。

今年

9

月

17

日、

18

日，美联储

召开议息会议，市场多预期在该

次会议上将宣布缩减购债规模

决定，在该预期压制下，国际金

价一改前期因中东局势动荡而

大幅上涨的势头， 急转直下，一

度探至每盎司

1291.5

美元的低

点。

戏剧性的是，美联储仍决定

维持购债规模不变。 随后，金价

开始大幅震荡， 先是在

9

月

19

日

当天大幅上涨超过

4.7%

，涨幅创

2008

年以来最大，后因美联储官

员称可能在

10

月缩减购债规模，

金价再度跳水近

3%

。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

助理程小勇表示，全球宽松货币

政策已发挥到极致，未来全球资

金成本逐步回升是大概率事件，

这将导致持有零息资产———黄

金的收益率难以跑赢资金成本

上升的步伐，而短期黄金可能受

益于美国财政预算和债务上限

谈判的不确定性。

美国国会提高政府债务上

限的最后期限是

10

月

17

日，这是

美国政府在年底前面临的严峻

挑战。 不使美元过度走弱是美国

货币政策目标之一，不过缩减

QE

已被市场充分预期，现阶段对金

价的利空效应已开始递减。

此外，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

美联储意外地维持购债规模不

变， 主要还是处于谨慎目的，并

非要刻意扰乱金市。 目前美国经

济虽然仍在稳步复苏，但总体复

苏势头仍显脆弱，就业市场表现

仍不尽如人意。 而且美国债务上

限问题仍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不

利影响，因而尽量维持原有宽松

格局仍然较为稳妥。

美元黄金同涨跌

美联储的“放鸽子”，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新兴市场美元回流

的压力，美元再度受到压制。 可

以看到，美元与黄金在

8

月与

9

月

呈现出多数时候同涨同跌的现

象，而一般市场认为二者呈负相

关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

8

月以

来，这种负相关关系减弱主要是

叙利亚局势引发的避险情绪驱

动的。 美元和黄金都属于避险资

产，避险情绪上升美元和黄金同

涨，而市场风险偏好回升，这种

情况下黄金及美元会同跌。

7

月以来， 叙利亚地缘政治

局势紧张，由于地处中东敏感地

区，叙利亚局势的任何变化都牵

动着原油和大宗商品市场。 在西

方国家动议对叙采取军事行动

之际，市场避险情绪骤升，对黄

金、 原油的价格起到了提振作

用。 与此同时，作为避险货币美

元在与其它主要货币的比较中

也会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美元

汇率因此呈现强势。 数据显示，

美元指数在

8

月、

9

月分别累计上

涨

0.47%

与

-1.80%

， 纽约期金价

格同期分别累计上涨

6.33%

与

-

5.16%

。

也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少有

的现象可能与美联储官员密集

表态，且互相之间存在的矛盾令

市场暂时失去方向。 历史上，黄

金也有与美元同方向变动的情

况，但一般不会持续很久。

世元金行高级研究员肖磊

表示，美元的涨跌主要看的是对

一揽子货币的综合指数，而并非

一个绝对值，由于欧元、日元等

货币波动较大，美联储自身面临

重大政策选择，所以美元的波动

目前不具有趋势性意义。 而黄金

价格由于屡次触底， 在每盎司

1200

美元附近形成支撑，导致更

多买盘愿意在这一价位接盘并

长线持有，所以目前来看只有美

联储明确政策方向，黄金与美元

的长线跷跷板作用才会有所体

现。 而在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情

况下，美元和黄金往往会成为同

样的避险资产，同涨同跌。

黄金周“魅影重现”

因传统藏金习惯，中国国庆

节与印度灯节备受黄金市场关

注，“黄金周” 消费旺季来临，能

否助金价一臂之力，或者只是一

次魅影重现。

一组有趣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近

10

年来看，黄金价格在每年

10

月略微倾向于上涨。 但从近

20

年的表现来看，金价倾向于下跌

的概率更大。 且从

20

年的月度涨

幅均值来看，黄金在

10

月的涨幅

均值为

-0.84%

左右。

从实物金需求方面来看，进

入亚洲人黄金消费的高峰期，会

对国际金价形成支撑。 但国庆期

间，国内主要的黄金交易场所会

休市，投资者将无法在此期间调

整头寸。 而这一阶段美国债务上

限问题、美国诸多重要经济数据

或引发黄金价格波动，因此建议

短线投资者暂时平仓，以规避假

期金价波动的风险。

中证期货黄金研究员刘慧

源表示，黄金价格主要还是受美

国因素影响较大，美国的重要经

济指标公布往往会造成金价剧

烈波动。 国内黄金期货往往表现

为被动追随国际金价涨跌，因此

持有黄金过节面临较大风险。

而国内金饰品价格相对于

国际金价较为稳定，业内人士建

议，若国庆期间，国际金价出现

大幅波动，消费者应关注两者差

价，以决定是否购买黄金饰品。

肖磊表示，对于黄金实物消

费者来说，今年的国庆消费是很

有意义的，相比去年价格已下跌

不少，这种机会不是每年都能遇

到。 只要有消费需求，这次国庆

期间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时机。

收藏

艺术品复制 拷贝出来的价值

□

萧蔷

日前， 荷兰梵高博物馆联

合富士胶片， 推出了用

3D

扫描

和高解析度印刷技术制作的五

款梵高经典画作， 每款

260

幅，

一幅售价

2.5

万欧元。 梵高博物

馆馆长吕格尔称， 一般人很难

分辨复制品和原画， 细微的区

别在于，原画会有光泽变化，而

复制品没有。

复制艺术品的大众消费在西

方已成为一种时尚。 名家名画因

其唯一性及价格高昂无法成为大

众消费， 但通过高科技手段限量

复制，名画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今这种消费时尚已被引

进国内， 然而，“橘生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

异也。 ”水土不服的艺术品复制

近年来波折丛生，争议不断。

“下真迹一等”的高仿名画

2006

年

3

月， 吴冠中的作品

以一种特殊形式在北京大学百

年讲堂与观众见面。

100

多幅由

北京百雅轩文化艺术公司按原

作克隆的书画作品亮相，与原作

相比，笔感色彩几可乱真，其中

《映日》、《又见风筝》、《故宅》等

名作，极似吴冠中手迹。

这些作品均是吴冠中授权

百雅轩以珂罗版仿制，部分精品

还有吴冠中的亲笔签名。 著名文

物鉴定家、 书法家启功先生曾

言，“珂罗版复制技术对古代书

画无疑是一种延长寿命、化身千

百的特殊手段，其艺术价值堪称

‘下真迹一等’”。

艺术品复制由来已久，方法

多种多样。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临摹是最基本的复制方式。 由于

临摹是手工复制， 效率极低，数

量很少。 书法名画的临摹者要有

极高的艺术造诣，凭借他们在书

画创作、鉴赏方面的深厚功力和

深厚的个人艺术修养，在充分理

解原作的基础上，对照原作进行

临摹，才能保证临摹作品的艺术

价值。 但是，画家个人的艺术个

性掺杂在临摹作品中，使原作的

艺术内涵在临摹作品中有很大

改变。 如王羲之的《兰亭序》 随

唐太宗殉葬后，后世存有的多个

摹本风格迥异。

印刷术发明后， 出现了木刻

雕版、 铜雕版印刷复制书画的技

术。版画曾是最方便、最经济的艺

术复制手段。 中国历史上销量最

大的艺术品是民间的木版年画。

西方最早的版画是圣像和纸牌。

在复制中国水墨画、水彩画方面，

历史悠久的木版水印工艺， 有其

独特的艺术效果。 北京荣宝斋是

用木版水印技术仿制中国水墨画

的翘楚， 代表作为 《韩熙载夜宴

图》、《虢国妇人游春图》等，由于

木版水印对技师要求很高， 工期

长，成本高，目前这种仿制工艺作

品越来越少， 荣宝斋也很少再仿

制比较复杂的画作。

印刷技术的进步不断丰富

着艺术品的复制方法，目前常用

的方式有胶版彩色印刷、丝网印

刷和喷绘。 胶版印刷是大批量复

制最快捷最经济的手段，但胶印

对承印物的选择面比较窄，一般

只有在铜版纸上才会得到最好

的颜色体现，而中国古代书画多

是在宣纸和丝绢上作的，西方油

画用的是油画布。

要实现高仿真的艺术品复

制，从材质到装裱，都应尽可能

与原作保持一致。 要在油画布或

者丝绢上复制艺术品，丝网印刷

与喷绘是比较理想的手段。 爱普

生公司为此推出了大幅面打印

机，并提出“艺术微喷”的概念。

百雅轩则采用古老的珂罗版印

刷工艺， 在宣纸上复制古代书

画。 柯罗版是英文

Collotype

的音

译， 是最早的照相平版印刷之

一，

19

世纪发明于欧洲， 光绪年

间传入中国， 被广泛应用于绘

画、照片、拓片、壁画、版画、书

法、古籍等艺术品的复制。 珂罗

版印制工艺非常复杂，复制效果

能够保留笔墨的神韵，对中国古

代书画艺术的复制惟妙惟肖，形

神兼备，又被称为“克隆版”。

高仿艺术品需理性消费

在欧美发达国家， 人们习

惯低价购买一些名作仿制品

美化家居，并定期更换。 西方

国家的艺术品市场

70%

是有限

印刷品市场，原作市场只占到

三成。 许多画家甚至以复制自

己的作品作为主要收入。 据

说，美国最成功的华人画家丁

绍光每完成一幅作品，就让合

作工厂利用丝网印刷技术仿

制一批 ， 通常限量在

100

至

1000

件，每幅都有编号并由其

本人签名 ， 送到全美画廊销

售 ， 平均每张复制品售价在

1000

至

4000

美元。

目前国内博物馆、 拍卖行、

画廊等机构的交易记录中，具有

编号、限量印刷的高仿真书画复

制品的价格都在万元左右，且行

情十分稳定。

但是，艺术品复制国外市场

与国内市场区别很大：国外并不

热衷制作

1∶1

的高仿复制品，而

1∶

1

高仿复制品却是国内的主流。

国外为什么不制作

1∶1

的复制品？

专家分析，国外艺术家很少

会做出

1

：

1

的授权， 其对于

1∶1

高

度谨慎。 对于艺术品市场而言，

保证复制品与原创作品的区别

至关重要。 面对高仿艺术品，买

方应该明确是收藏还是消费，更

要明白原创作品和印刷品在艺

术价值上的本质不同。

目前大众对复制艺术品存

在两大误区：要么认为复制艺术

品是工业产品， 没有任何价值；

要么过分追逐所谓限量复制品，

不惜高价买入。

国内知名艺术策展人杭春

晓指出，高仿艺术品不具备收藏

价值，即便是艺术家授权的复制

艺术品也是如此。 作为艺术衍生

品，它只具有审美价值、艺术体

验价值等艺术消费价值。 现在很

多人把复制艺术品当作收藏品，

不惜重金购买，是一大误区。 国

内复制艺术品的最大消费群体

其实是艺术家、资深艺术收藏者

和业内人士，在他们家中，往往

随处可见复制艺术品，他们利用

复制艺术品来提升素养，研究文

化艺术。 由于高仿复制品价格低

廉，不存在“打眼”风险，也是艺

术爱好者的最佳入门选择。

对于复制品在艺术品市场

中的定位，吴冠中的高仿画作提

供了一个注脚。

2008

年

3

月，

33

幅由百雅轩

制作的吴冠中限量“丝网版画”

现身北京

798

， 包括其代表作

《交河故城》、《紫藤》 和 《大

宅》，售价多在万元左右，又有

吴冠中的签名，成为当时

798

最

卖座的艺术品。

4

月，吴冠中画

展走进成都， 售价为

10

万元的

《交河故城》“丝网版画”被抢购

一空。

据报道， 复制吴冠中作品

让百雅轩财源广进， 但在

2009

年

11

月， 与百雅轩一直合作的

吴冠中， 在去世前将自己作品

的全部印刷复制推广权交给了

另外一家画廊。 吴冠中还特意

叮嘱：“复制品定价不可过高，

且需明示此为精印作品而不是

所谓的版画， 不得混淆印刷与

创作的概念。 ”

茶座

伦敦“黄金周”礼包

□

王亚宏

虽然从第二季度以来英国的

宏观经济数据明显向好，但零售业

却需要好几周才能感受到这股暖

流。英国地方数据公司和普华永道

最近对英国

500

个市镇中心高街商

店的调查显示，今年头

6

个月，共有

3366

家商店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也不乐观，

8

月份英国零售额环比

下滑

0.9%

，弱于之前市场预期。 英

国零售业其实也在酝酿在“金九银

十”里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而在

这场战役中，在即将到来的“黄金

周” 中尽可能吸引多金的中国游

客，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

据伦敦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共有

10.4

万名中国游客到伦敦游览，游客

数量比上年增加三分之一。去年中国

游客在伦敦花了

1.4

亿英镑，不但同比

增幅高达

60%

，而且

1300

英镑的人均

消费金额居各国游客之首。

阔绰的中国游客让伦敦的零

售商能享受一场盛宴。以手工定制

西装闻名全球的萨维尔街上，中国

游客的消费去年上涨了

236%

，而

在中国素有名气的奢侈品商场哈

罗兹，通过银联卡支付的金额也同

比增加了

75%

。

这一连串的数据都让中国游客

对伦敦商家充满吸引力， 而为了让

他们更豪爽地掏出卡来， 伦敦商家

也准备好了“汉语礼包”作为吸引更

多中国游客的手段。伦敦市政府

9

月

底公布一项调查显示， 目前伦敦有

三分之一大型商家雇用汉语导购，

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服务。

一项针对伦敦

70

多家餐馆、酒

店以及零售店的调查显示， 为更好

地服务中国游客， 有超过三成的商

家雇佣了能说汉语的服务人员，还

有商家提供中文导购手册和中文菜

单。 此外伦敦商家还打算采取更多

方式，比如通过开设微博、微信之类

的手段满足说汉语的游客的需求。

除了商家外，一些旅游景点也加

入到这股“汉语潮”中。伦敦最受游客

青睐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以及泰

特现代美术馆都有中文的导游图和

自动语音讲解器，而在市中心的圣保

罗教堂，更能为中国游客提供中文版

本的

iPod Touch

进行游览服务。

“汉语礼包” 在伦敦做得越来

越大，伦敦发展促进署消费市场总

监朱莉·坎贝尔也借此极力为伦敦

打广告， 称对说汉语的游客来说，

伦敦是一个好客的旅游目的地，他

们努力争取让所有海外游客在伦

敦期间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不过，虽然伦敦绞尽脑汁地吸引

中国游客，其他部门在协同配合上却

并不都给力。 英国航空公司赶在“黄

金周”之前开辟了从伦敦到成都的直

飞航线，本来计划着每周都能把成百

上千的中国游客接到伦敦，但是由于

签证等原因情况并没有预料的那么

乐观。英国航空的大老板华莱士在开

航后直接向英国政府签证部门的“官

僚主义”开炮，认为政府在吸引中国

游客方面光说不做。

即使如此，按照英国的行政效

率，在几周里改变这种情况的概率

并不会比看到女王爬树更大。因此

对于大部分中国游客来说，想收到

伦敦市的“黄金周”礼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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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公布

（合众生存保险金累积账户的累积利率由合众人寿确

定并定期公布。详情请咨询您身边的合众服务人员。）

选择合众优质产品，享受幸福美满生活！

公布日期：2013.09.01

产品名称

合众乐享优年生活年金保险 A/B

合众颐享优年生活年金保险 A/B

合众优年养老定投两全保险（分红型）

合众稳赢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

合众财富年年年金保险（分红型）（A）款

合众养老定投年金保险（分红型）

合众聚富定投两全保险（分红型）

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年利率)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