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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

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

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 投资目标：本投资账户通过平衡配置股权和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在保持投资组合充分流动性，以及综合考

虑资产风险和回报的前提下，追求稳定的投资收益与资产价值的长期增长。

2、 投资组合规定：本投资账户的投资范围为中国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包括公开发行、

上市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及银行存款、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债券回购、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等。

1）本投资账户的股票和股票类证券投资基金的总投资比例最低为30%，最高不超过70%。

2）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现金和债券类基金）在账户中的总投资比例最低为30%，最高为70%。

3）鉴于本投资账户日常投资管理的效率和流动性管理的要求，当本账户净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500万元人民币或连

续5个交易日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本账户内的投资组合不受上述1）、2）款的限制。

4）在本投资账户建立初期（一般在1至3个月内）和账户终止清算期内，账户内的投资组合不受上述1）、2）款的限制。 本

账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保险资金运用相关规定的限制。

3、 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上市公司管理风险、再投资风险、流动性风险，还受到其

他风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4、 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

关内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5年12月30日 0.9996

2006年12月29日 1.4017

2007年12月28日 2.1142

2008年12月31日 1.4766

2009年12月31日 1.9480

2010年12月31日 1.9599

2011年12月30日 1.7179

2012年12月31日 1.8006

2013年12月31日 1.8380

2014年12月31日 2.2267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

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

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

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

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

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

益率*

2005年 -0.04%

2006年 40.23%

2007年 50.83%

2008年 -30.16%

2009年 31.92%

2010年 0.61%

2011年 -12.35%

2012年 4.81%

2013年 2.08%

2014年 21.15%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5年：由于本账户是2005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

12月30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5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6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6年12月30日和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7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226,524,673元人民币，负债为4,016,015元人民币。投资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118,405,176元人民币，累计已实现收益为104,103,482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222,

508,658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45,748,580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22,303,033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42,384元人民币，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为255,092元人民币，其他收入为1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3,148,070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4,

845,166元人民币，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961,213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946,722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937,231元

人民币。 已实现净收益为40,903,414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全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961,213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12,058,895 12,058,895

买入返售证券 14,000,000 14,000,000

债券投资 61,764,259 63,540,409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7%，金融债73%，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10,135,717 135,205,549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

选消费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

10%，主要消费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197,958,871 224,804,853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深圳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深圳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

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

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

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4、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深圳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关内

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深圳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5年12月30日 1.0000

2006年12月29日 1.3860

2007年12月28日 2.0804

2008年12月31日 1.4640

2009年12月31日 1.9274

2010年12月31日 1.9275

2011年12月30日 1.6939

2012年12月31日 1.7663

2013年12月31日 1.8033

2014年12月31日 2.1881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

智选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

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

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

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深圳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5年 0.00%

2006年 38.60%

2007年 50.10%

2008年 -29.63%

2009年 31.65%

2010年 0.01%

2011年 -12.12%

2012年 4.27%

2013年 2.09%

2014年 21.34%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5年：由于本账户是2005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

12月30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5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6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6年12月30日和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7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深圳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104,651,381元人民币，负债为2,421,537元人民币。投资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60,125,265元人民币， 累计已实现收益为42,104,579元人民币，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102,

229,844�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21,116,612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10,301,662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20,340元人民

币，买入返售证券收入为119,222元人民币，其他收入为1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10,675,387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

为2,207,514元人民币，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1,348,791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437,250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421,

473元人民币。 已实现净收益为18,909,098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1,348,791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5,195,044 5,195,044

买入返售证券 7,000,000 7,000,000

债券投资 28,229,925 29,007,351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7%，金融债73%，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50,667,101 62,213,111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选

消费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10%，

主要消费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91,092,070 103,415,506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北京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北京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

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

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

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 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 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3、 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4、 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北京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

关内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北京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5年12月30日 0.9993

2006年12月29日 1.4121

2007年12月28日 2.0835

2008年12月31日 1.4958

2009年12月31日 1.9746

2010年12月31日 1.9841

2011年12月30日 1.7449

2012年12月31日 1.8229

2013年12月31日 1.8687

2014年12月31日 2.2647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

智选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

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

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

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资产评估日 友邦北京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5年 -0.07%

2006年 41.31%

2007年 47.55%

2008年 -28.21%

2009年 32.01%

2010年 0.48%

2011年 -12.06%

2012年 4.47%

2013年 2.51%

2014年 21.19%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5年：由于本账户是2005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

12月30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5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6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6年12月30日和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7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北京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212,683,853元人民币，负债为4,843,351元人民币。投资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146,363,735�元人民币，累计已实现收益为61,476,767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207,

840,502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42,945,184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21,566,256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39,809元人民币，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为236,482元人民币，其他收入为1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1,102,636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4,

646,129元人民币，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865,482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865,518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915,129元

人民币。 已实现净收益为38,299,055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865,482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8,714,367 8,714,367

买入返售证券 18,000,000 18,000,000

债券投资 55,904,172 57,389,269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8%，金融债72%，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03,302,306 126,845,007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选

消费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10%，

主要消费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185,920,845 210,948,643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江苏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江苏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

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

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

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4、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江苏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关内

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江苏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5年12月30日 0.9981

2006年12月29日 1.3517

2007年12月28日 1.9519

2008年12月31日 1.3855

2009年12月31日 1.7755

2010年12月31日 1.7583

2011年12月30日 1.5386

2012年12月31日 1.6091

2013年12月31日 1.6478

2014年12月31日 2.0091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

智选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

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

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

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江苏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5年 -0.19%

2006年 35.43%

2007年 44.40%

2008年 -29.02%

2009年 28.15%

2010年 -0.97%

2011年 -12.50%

2012年 4.58%

2013年 2.41%

2014年 21.93%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期初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5年：由于本账户是2005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

12月30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5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6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6年12月30日和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7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江苏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62,677,075元人民币，负债为3,373,589元人民币。 投资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49,200,482元人民币，累计已实现收益为10,103,004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59,303,

486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12,737,209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6,487,727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12,730元人民币，买入

返售证券收入为69,739元人民币，其他收入为1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6,167,012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1,408,985

元人民币，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850,380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271,859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286,746元人民币。 已

实现净收益为11,328,224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850,380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3,232,089 3,232,089

买入返售证券 4,000,000 4,000,000

债券投资 16,785,736 17,257,482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7%，金融债73%，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30,045,964 36,916,369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选消费8%，能

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10%，主要消费4%，公共事

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54,063,789 61,405,940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广东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广东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

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

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

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4、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广东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关内

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广东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5年12月30日 1.0057

2006年12月29日 1.3323

2007年12月28日 1.9394

2008年12月31日 1.3672

2009年12月31日 1.8067

2010年12月31日 1.8080

2011年12月30日 1.5905

2012年12月31日 1.6618

2013年12月31日 1.6921

2014年12月31日 2.0504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

智选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

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

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

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广东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5年 0.57%

2006年 32.47%

2007年 45.57%

2008年 -29.50%

2009年 32.15%

2010年 0.07%

2011年 -12.03%

2012年 4.48%

2013年 1.82%

2014年 21.17%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5年：由于本账户是2005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

12月30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5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6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5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6年12月30日和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7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6年12月29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广东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300,241,534元人民币，负债为5,785,399元人民币。投资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220,729,142元人民币， 累计已实现收益为73,726,993元人民币，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294,

456,135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59,384,952�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27,897,151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56,720元人民

币，买入返售证券收入为368,872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31,062,209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6,007,540元人民币，其

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3,663,232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200,759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1,143,549元人民币。 已实现

净收益为53,377,412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3,663,232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11,140,780 11,140,780

买入返售证券 25,000,000 25,000,000

债券投资 80,525,057 82,771,647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6%，金融债74%，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46,097,804 178,981,790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选消

费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10%，主要

消费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262,763,641 297,894,217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江门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江门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

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

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

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4、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3月28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江门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关内

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江门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7年12月28日 1.2892

2008年12月31日 0.9126

2009年12月31日 1.1768

2010年12月31日 1.1690

2011年12月30日 1.0264

2012年12月31日 1.0697

2013年12月31日 1.0939

2014年12月31日 1.3280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

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

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江门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7年 28.92%

2008年 -29.21%

2009年 28.95%

2010年 -0.66%

2011年 -12.20%

2012年 4.22%

2013年 2.26%

2014年 21.40%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年：由于本账户是2007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

12月28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江门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31,057,186元人民币，负债为795,310元人民币。 投资账

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27,596,444元人民币，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665,430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30,261,874

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6,465,723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3,272,347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6,618元人民币，买入返售证

券收入为33,558元人民币，其他收入为0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3,153,200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623,669元人民币，

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427,944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55,194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140,531元人民币。已实现净收益

为5,842,054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427,944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1,683,132 1,683,132

买入返售证券 2,000,000 2,000,000

债券投资 8,531,028 8,755,792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31%，金融债69%，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4,906,519 18,391,531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49%，可选

消费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10%，

主要消费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27,120,679 30,830,455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东莞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东莞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华7

家分支机构设立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4]1513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

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

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4、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3月28日正式批准变更友邦东莞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说明书》中股权投资相关内

容的申请，但投资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东莞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7年12月28日 1.2668

2008年12月31日 0.8877

2009年12月31日 1.1401

2010年12月31日 1.1276

2011年12月30日 0.9881

2012年12月31日 1.0303

2013年12月31日 1.0565

2014年12月31日 1.2796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

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

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保人选

择，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

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

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

出差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东莞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7年 26.68%

2008年 -29.93%

2009年 28.43%

2010年 -1.10%

2011年 -12.37%

2012年 4.27%

2013年 2.54%

2014年 21.12%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年：由于本账户是2007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

12月28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东莞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33,129,722元人民币，负债为1,065,020元人民币。 投资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为28,060,985元人民币，累计已实现收益为4,003,717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32,064,

702元人民币。 经营收入6,608,540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3,360,115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6,628元人民币，买入返

售证券收入为32,835元人民币，其他收入为0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3,208,962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722,523元人

民币，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451,590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40,665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130,268元人民币。已实现

净收益为5,886,017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451,590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1,953,093 1,953,093

买入返售证

券

2,500,000 2,500,000

债券投资 8,416,265 8,637,406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30%，金融债70%，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6,096,522 19,753,274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选消

费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1%，原材料10%，主要

消费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28,965,880 32,843,773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

增长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7]155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

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

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

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本投资账户在保持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动配置于股权类投资资产，来追求资产价值的长期增长，属

于风险偏上的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本账户的投资范围为中国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包括公开发行、上市的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及银行存款、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债券回购、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等。

1）股票和股票类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最低为50%，最高为90%。

2）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现金和债券类基金）的总投资比例最低为10%，最高为50%。

3）鉴于本投资账户日常投资管理的效率和流动性管理的要求，当本账户净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500万元人民币或连

续5个交易日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本账户内的投资组合不受上述1）、2）款的限制。

4）在本投资账户建立初期（一般在1至3个月内）和账户终止清算期内，账户内的投资组合不受上述1）、2）款的限制。 本

账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保险资金运用相关规定的限制。

3、投资风险：本投资账户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上市公司管理风险、再投资风险、流动性风险，还受到其他风

险（政治因素、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4、在本年度内，投资目标及相应投资策略未发生重要改变。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7年12月28日 1.2576

2008年12月31日 0.7285

2009年12月31日 1.0652

2010年12月31日 1.0704

2011年12月30日 0.8755

2012年12月31日 0.9273

2013年12月31日 0.9518

2014年12月31日 1.2179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

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

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

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7年 25.76%

2008年 -42.07%

2009年 46.22%

2010年 0.49%

2011年 -18.21%

2012年 5.92%

2013年 2.64%

2014年 27.96%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年：由于本账户是2007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

12月28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157,562,579元人民币，负债为4,257,874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

有人投入资金为178,803,872元人民币， 累计已实现收益为-25,499,167元人民币， 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153,304,

705元人民币。经营收入38,831,100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20,998,665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30,619元人民币，买入

返售证券收入为155,727人民币，其他收入为0元人民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17,646,089元人民币 。经营支出为4,191,033

元人民币，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119,359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021,646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1,050,028元人

民币。 已实现净收益为34,640,067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119,359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4,464,052 4,464,052

买入返售证

券

7,000,000 7,000,000

债券投资 12,325,133 12,696,080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5%，金融债75%，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08,090,966 132,872,764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9%，金融地产50%，可选消费

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2%，原材料10%，主要消费

4%，公共事业3%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131,880,151 157,032,896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深圳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深圳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

增长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7]155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

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

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

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4、在本年度内，投资目标及相应投资策略未发生重要改变。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深圳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7年12月28日 1.2733

2008年12月31日 0.7422

2009年12月31日 1.0827

2010年12月31日 1.0882

2011年12月30日 0.8920

2012年12月31日 0.9373

2013年12月31日 0.9640

2014年12月31日 1.2314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

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

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

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

价为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深圳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7年 27.33%

2008年 -41.71%

2009年 45.88%

2010年 0.51%

2011年 -18.03%

2012年 5.08%

2013年 2.85%

2014年 27.74%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年：由于本账户是2007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

12月28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友邦深圳增长组合投资账户资产为205,785,096元人民币，负债为5,397,948元人民币。投资账户

持有人投入资金为207,437,753元人民币，累计已实现收益为-7,050,605元人民币，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为200,387,

148元人民币。经营收入50,836,790元人民币，其中证券投资收益为25,989,825元人民币，利息收入为41,604元人民币，买入

返售证券收入为201,997元人民币,其他收入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4,603,364元人民币。经营支出为5,257,839元人民币，

其中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679,568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248,871元人民币，其他支出为1,329,400元人民币。 已实

现净收益为45,578,951元人民币。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根据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收取，每期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的金额为：

上一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距上一评估日的天数/全年总天数）*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年比例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比例为1.5%。 2014年 独立账户管理费为2,679,568元人民币。

五、投资组合（2014年12月31日）（单位：元）

成本 市值 备注*

货币资金 5,365,426 5,365,426

买入返售证

券

9,000,000 9,000,000

债券投资 16,111,261 16,609,387

按债券类别分类：国债21%，金融债79%，企业债0%

按发行人信用等级分类：AAA级100%

股票投资 141,519,393 174,282,986

按行业分类**，占比分别为：工业18%，金融地产50%，可选消费

8%，能源3%，信息技术1%，医药卫生2%，原材料10%，主要消费

4%，公共事业4%

基金投资 0 0 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100%

合计 171,996,080 205,257,799

*全部分类均按照资产市值

**采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行业分类

***债券、股票和基金投资各类别市值=市值*类别占比

六、资产估值原则

本投资账户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于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除以上外其他资产以成本计价。

友邦北京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二〇一四年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是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

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友邦北京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

增长组合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寿险[2007]155号）设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

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

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 投资账户

由中国银行托管。

1、投资目标：同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2、投资组合规定：同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3、投资风险：同友邦上海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4、在本年度内，投资目标及相应投资策略未发生重要改变。

二、业绩情况概览

资产评估日 友邦北京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元）

2007年12月28日 1.2491

2008年12月31日 0.7296

2009年12月31日 1.0629

2010年12月31日 1.0657

2011年12月30日 0.8728

2012年12月31日 0.9208

2013年12月31日 0.9522

2014年12月31日 1.2127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账户可供友邦聚财宝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

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

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投保人选择，友邦财富通系列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双

盈人生Ⅱ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安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稳赢一生投资连结保

险、友邦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及友邦附加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

永嘉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0（零），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所收取的买入卖出差价为

5%（百分之五）。

期间 友邦北京增长组合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

2007年 24.91%

2008年 -41.59%

2009年 45.68%

2010年 0.26%

2011年 -18.10%

2012年 5.50%

2013年 3.41%

2014年 27.36%

*投资收益率=（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100%

*2007年：由于本账户是2007年建立的,故计算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1.0000，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

12月28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07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08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7年12月28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09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8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0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09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1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0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2011年12月31日为非账户价值评估日。

*2012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3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2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年：计算投资账户投资收益率时，上期期末卖出价为2013年12月31日的价格，本期期末卖出价为2014年12月31日

(下转A14版）


